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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探討兩岸
「強化認同互信

，深化和平發展」
的 「台北會談」
，最近在兩岸輿
論獲得了很好的

回響。在兩岸當局未就相關議題展開正
式商談前，由民間學術機構扮演 「先鋒
」角色，先行討論和交流，是一個可行
途徑，有利於找出彼此更多的交集，凝
聚更多的共識，增進雙方互信，為今後
妥善解決問題逐步創造條件，從而成
為推動兩岸當局進行政治對話的正能
量。

雖然兩岸以往也曾舉行過各種各樣
的關於兩岸關係的學術研討會和論壇，
但像 「台北會談」這樣陣容鼎盛的規模
近年少見。大陸方面和台灣方面的重量
級兩岸問題專家難得齊聚一堂，各抒己
見。尤其樂見民進黨人士與會，傾聽其
他學者的意見，雖不一定認同，但起碼
了解當前兩岸學界對兩岸關係走向的主
流觀點，有利於為民進黨調整兩岸路線
建言獻策。

「台北會談」雖是兩岸民間學術活
動，但當中依然透露出一些重要的訊息
。以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身份參
加討論的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在會談閉
幕時表示，對於不同的觀點，大陸有足
夠的耐心進行溝通，增進理解。這番話
足以澄清最近所謂 「大陸逼台灣進行政
治協商」的謠傳。

兩岸交流越深入，遇到的分歧和困
難就越多，兩岸的互信基礎只有越深厚
，兩岸關係才能繼續前行。因此，兩岸
雙方協商敏感議題是勢在必行，並不存
在 「誰逼誰」的問題。其實，自上月中
共十八大報告提出 「探討國家尚未統一
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商談建立
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協商達成兩岸和平
協議」後，島內主流媒體反應正面。
《工商時報》就呼籲馬政府要及早作出
因應，不能再以不變應萬變。在 「台北
會談」中，不少台灣學者也認為兩岸進
行政治協商是不可迴避的趨勢。前陸委
會主委蘇起就直言，兩岸政治對話可以

加快。
孫亞夫的 「耐心之說」充滿了誠意和善意，畢竟

兩岸關係中的認同問題及其他分歧，是在一百多年來
種種政治、經濟、社會因素交互作用下而形成的，盤
根錯節，十分複雜，其中的 「千千結」非一朝一夕可
化解。 「耐心」意味着大陸不會霸王硬上弓，而是創
造各種條件，以便水到渠成。

孫亞夫還強調，要很好地理解 「大陸與台灣同屬
一個中國」的含義。今年七月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
第八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開幕式上就曾清楚地解釋，
「一個中國框架的核心是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國家，

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的關係。」這樣詮釋有利於擱
置兩岸到底是 「中華民國」還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爭議，為兩岸探討政治關係提供了更多的
空間，也體現了大陸靈活務實的政治智慧。
台當局應仔細琢磨和咀嚼其中意涵，從而
找出符合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因應之
道。

瀾瀾觀觀
隔海 渝台簽290億合作大單

國民黨議決刪減年終慰問金

項目深入至區縣 行業不斷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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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第四屆 「重慶．台灣周」 14日在重慶開幕，渝台雙方簽下投資總額達
290億元人民幣的合作大單。作為 「重慶．台灣周」 活動的重頭戲，14日舉行的渝台經
濟合作簽約儀式上，共有IT配套產業、汽摩零部件、金屬冶煉、現代農業、金融、服務
業、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的29個項目簽約，投資總額達290億元人民幣，其中利用台資
43億美元。

【本報訊】據中新社台北十四日消息︰
台灣陸委會14日公布最新民調顯示，逾七成
民眾支持持續通過制度化協商來處理兩岸交
流問題。

與此同時，有 57.2%的台灣民眾支持當
局以經濟性議題為主，未來再談政治性議題
的兩岸協商推動做法。此外，有高達七成以
上民眾支持兩會下次會談針對服務貿易議題
進行協商。

逾半民眾認同九二共識
今年是兩岸達成 「九二共識」二十周年

，超過半數（55.5%）受訪民眾認同台灣當
局關於 「九二共識」的政策立場；同時，亦
有 53.6%的民眾贊成以 「九二共識」作為推
動兩岸制度化協商的基礎，70.9%的民眾支
持通過制度化協商處理兩岸交流問題。

陸委會表示， 「九二共識」的精神就是
「擱置爭議，務實協商」，四年多來不僅為

兩岸制度化協商機制奠定基礎，也務實解決
兩岸經濟、社會交流互動所衍生的各項問題
。未來當局仍將依循 「以台灣為主，對人民
有利」，及 「先急後緩、先易後難、先經後
政」的原則，以有利台灣發展與提升民生福
祉之協商議題為優先考慮，穩健推展兩岸交
流與協商。

有關例行性長期觀察的兩岸議題，民調
結果發現，主張 「廣義維持現狀」的台灣民
眾仍佔大多數（83.7%），維持一定的穩定
性。對目前兩岸交流的速度，認為 「剛剛好
」的民眾有 39.8%，認為 「太快」及 「太慢
」的比率分別為31.7%、17.8%。

【本報記者韓毅重慶十四日電】在今日舉行的
「重慶．台灣周」開幕式上，與會的兩岸代表表達

了早日完成ECFA後續協議的共同願望。
國台辦常務副主任鄭立中致詞時表示，ECFA簽

訂兩年多以來，兩岸在經濟合作邁上了新的台階，
特別是海協會和海基會11日在廣州召開兩岸經濟合
作委員會例會，宣布兩岸首批經貿團體辦事處的互
相設立，為兩岸經濟合作邁出的新步伐。

鄭立中強調， 「今後，我們還會繼續推進ECFA
的後續協商，盡快完成服務貿易的簽署，並加快推

動貨品貿易和爭端機制協商的解決，推動有關後續
配套的完善，促進兩岸雙向投資和產業合作，落實
投資保障協議的所有配套措施，從而進一步幫助台
資企業的轉型升級。我們堅信，有兩岸同胞的共同
努力，兩岸經濟合作一定能夠得以深化，兩岸關係
的和平發展一定能夠行穩致遠、可長可久。」

盼早享和平紅利
國民黨副主席林豐正則表示，ECFA在重慶簽訂

生效後，兩岸同胞同時受益，但ECFA只是一個框架

協議，距離完全自由化、全面免關稅仍有很長的距
離，未來怎樣繼續進行ECFA的後續協商，是兩岸應
當努力的目標。他呼籲兩岸 「加速努力、讓ECFA的
效果能夠更好的落實，以嘉惠兩岸同胞，讓大家盡
速共享兩岸和平的紅利。」

另據中新社報道，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 14 日在
東莞參加 「東莞市台商投資企業協會19周年慶典」
時表示，目前台商正在轉型升級的關鍵期，兩岸只
要攜手合作，共同幫助台企渡過難關，他相信台企
一定能夠順利實現轉型升級。

林中森表示，他看到東莞台商在台協和東莞政
府的幫助下，在東莞建起了台商子弟學校、台商大
廈、台心醫院等項目，感到非常欣慰。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四日台北消息：台灣中華經濟
研究院自今年 5 月起試編台灣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14 日首次發布。PMI 以 50 作為經濟強弱的分
界，11月PMI雖仍呈現連續5個月緊縮，顯示景氣尚未復
蘇，但從 10 月的 46.7 上升到 49.6，顯示緊縮程度已趨緩
。其中， 「新增訂單數量」與 「生產數量」兩項指數，已
從緊縮轉為擴張情勢。

「行政院長」陳冲出席發布會致詞時表示，世界各地
的 PMI 指數都在當地扮演重要角色，現在台灣也擁有自
己的PMI指數，希望能作為未來景氣參考的重要指標。

台灣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進行 PMI
調查，從5月起共試編6次，14日首次發布。中經院院長
吳中書報告時指出，初期樣本數較少，代表性不夠；7月
開始每月回收樣本超過200家，才具參考價值，因此僅列
5次紀錄。這5次PMI都不到50，也就是呈現緊縮的情況
，但11月的PMI比10月上升了2.9，顯示緊縮程度已經趨
緩。

下月有望回復擴張
11 月 PMI 中有兩項指數從緊縮轉為擴張，分別是

「新增訂單數量」，指數為 52.4，比上月大幅增加 9.9；
「生產數量」指數也上升為51.1。不過， 「人力僱用」指

數為49.9%，較10月下降1，由擴張轉為緊縮，主要是電
子暨光學產業、電子暨機械設備產業的人力僱用數量較上
月下降；至於 「供應商交貨時間」指數為47.9， 「現有原
物料存貨」指數為46.5，仍續呈緊縮，反映當前經濟復蘇
力道仍小。

陳冲對此表示，從7月到11月的曲線趨勢來看，相信
很快就能突破50分界，他對明年的PMI保持樂觀。吳中
書則認為，如果新增訂單持續增加，下月 PMI 突破 50，
機率很高。

今年恐難以 「保一」
另一方面，台灣綜合研究院 14 日發布最新預測，預

估今年台灣經濟增長率（GDP）僅0.98%，無法 「保一」
；而明年增長率則預計為3.57%。

這是島內首家將今年增長率預測下修至1%以下的研
究機構，比原本最悲觀的台灣 「行政院」主計總處 10 月
底預估的1.05%還要低。

主計總處11月23日公布今年最後一次島內經濟情勢
預測，全年 GDP 為 1.13%，比 10 月預測的 1.05％，上修
0.08 個百分點。處長蔡鴻坤說，由整體 GDP 數字來看，
最壞情況已經過去，目前看來， 「保一」應該沒有問題，
但民間消費的谷底還沒到。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四日消息：國民黨 「立法
院」黨團 14 日召開黨團大會，討論退休軍公教人員
年終慰問金發放原則；儘管內部雜音很多，但黨團大
會最後仍通過 「行政院」的版本，並基於照顧弱勢、
關懷忠良的原則，擴大發放對象，將警察、消防、教
育人員等納入。

國民黨團書記長吳育升會後表示，國民黨要感謝
全體退休軍公教人員為社會盡心盡力，也要向他們表
達最高歉意；他同時呼籲行政部門一定要尊重黨內立
委意見，明年針對退休慰問金部分推出全新版本，建
立公允制度。

台灣行政部門編列退休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預
算引發爭議，綠營立委批評行政當局僅依行政命令，
即向44萬5000多名支領月退俸的退休軍公教人員發
放年終獎金，一年編列預算達202億元新台幣；要求
在公庫財政狀況發生見底危機時，應該停發以節省開
支。

擴大版少省1.3億
「行政院長」陳冲10月23日提出，基於照顧弱

勢的原則，今年針對退休年終慰問金發放訂定的 「注
意事項」，將發放對象限定為月退休俸在2萬元以下
的退休人員或遺眷，以及因為作戰或演訓而受傷死亡
殘廢的退休人員或遺族，推估整個金額不到原來預算
的十分之一。

但此舉引起大多支持藍營的退休軍公教人員不滿
，認為將軍公教人員說成財務破洞的元兇，是找錯改
革對象；藍營立委迫於選票壓力，也紛紛提出反對意
見，反倒是綠營立委支持陳冲的方案，等着看藍營內
訌的好戲。

經黨內全力動員安撫，黨團大會最後以共識決、
鼓掌通過陳冲原則的擴大版，就是發放對象除了月退
俸新台幣2萬元以下，以及因作戰、演訓死亡或傷殘
的退伍軍人及遺屬外，也將警察、消防、教育人員與
其他曾作重大犧牲者都納入發放對象。

根據黨團通過的擴大版本，預計可領年終慰問金
的人數會比原先估計的 4 萬 2000 人再多出 2000 人，
總發放金額則由原本的新台幣 10 億元增加至 11 億
3000多萬元。

台首公布PMI 經濟緊縮趨緩

據中新社十四日消息︰今次簽約項目涉及重慶
渝北區、永川區、合川區、江津區、璧山縣、銅梁
縣、榮昌縣等7個區縣，意味着渝台經貿合作已深入
至區縣一級，行業領域不斷擴大。

台商第四大投資地
台北世貿中心董事長王志剛表示，目前，重慶

已成為繼廣東、江蘇、上海之後的 「台商在大陸第
四大投資地」。 「重慶真是個寶地」，他說。

台灣名品博覽會在重慶舉辦兩次，吸引近30萬
人，創造了3.5億多美元的銷售業績。重慶是西部大
開發的一個樞紐，是長江上游的經濟、貿易、物流
中心，是八年抗戰時世界反法西斯的一個中心。
「重慶對兩岸來講都有特殊意義」，他說： 「我們

在這裡辦展充滿感動。」據了解， 「重慶．台灣周
」活動共吸引400餘位台商、2萬餘種台灣名品參展
。

唯一「五權合一」城市
重慶市副市長馬正其表示，重慶是大陸西部唯

一集 「赴台審批」、 「對台直航」、 「落地簽證」
、 「期滿換證簽註」和 「直接組團赴台旅遊」五權
合一的城市。重慶還設有台灣信息產業園、台商工

業園和台灣農民創業園等平台，形成了低融資成本
、低要素成本、低土地房產成本、低稅費成本、低
物流成本的 「五低」投資環境。

馬正其藉 「台灣周」對台商發出熱忱邀請︰
「當前重慶正在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

和農業現代化，建設長江上游地區的金融、商貿、
物流、科教中心和內陸開放高地，蘊含無限商機。
」

將建台灣中小企業園
事實上，重慶方面已推出一系列措施便利台資

企業。重慶台商協會會長李文勛透露，重慶即將開
建兩個台灣中小企業園，並規劃建一座台商綜合大
樓。兩個台灣中小企業園分別布局在重慶銅梁縣和
合川區。其中銅梁園區規劃佔地 750 畝，預計 2013
年初動工，已吸引台灣百吉集團、台灣年代廚衛、
阿里與艾德等企業入駐；合川園區規劃佔地2000畝
，投資80億人民幣，投資簽約甫完成。

「各地招商部門歷來重視大企業，有時會忽視
小企業，台灣中小企業園利於中小台商抱團發展，
合力取得優惠政策，這必將吸引更多中小台企集聚
重慶。」他說。此外，重慶還將建設為台商及其家
屬服務的小學和醫院。

兩岸制度化協商
台七成民眾支持

兩岸共促加快ECFA後續協議

愛瘋5到手
蘋果新手機 iPhone5（台稱 「愛瘋 5」）14 日開賣，

不少消費者高興秀出新機，喜悅寫在臉上。 中央社

中信金控董事長辜濂松靈柩14日清晨返台，早上到
他一手創立的中信金總部繞行一周，現場聚集超過 2000
名員工，人手一朵白百合，場面哀戚。 中央社

德高望重

公路坍方
台灣蘇花公路連日強降雨，蘇澳到東澳路段一處

路基14日清晨被雨水沖刷掏空長達45公尺，造成交通
中斷，台灣公路局初步預估要需時三周修復，到明年
元月3日才能搶通。當局已協調台鐵及航空公司增班，
協助花蓮客貨聯外運輸。 中央社

▲國民黨 「立法院」 黨團14日通過支持 「行政院
」 提出的年終慰問金改革方案。圖為陳冲（右）
在王金平（左）陪同列席黨團大會 中央社

▲台灣14日首次公布PMI，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吳中
書講解相關數據 中央社

▲ 「重慶．台灣周」 14日拉開帷幕，400餘位台
灣客商、2萬餘種台灣名品參展。圖為重慶市民
在台灣精品館體驗用嘴控制青花瓷燭燈的開關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