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特抨美大選反華言論
直言很討厭冀相互尊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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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敦義：兩岸求同存異助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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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 「中
國事務委員會」
淪為 「皮包機構
」，雖已於上月
成立，但由於人
事問題，至今陷

入空轉。除了確定召集人為民進黨主
席蘇貞昌外，其他委員名單遲遲未能
落實，以致委員會名存實亡。而蘇貞
昌 「三周內開始運作」的承諾也宣告
「跳票」。不論是死抱 「台獨黨綱」

的游系，還是主張 「憲法各表」的謝
系，對委員會都退避三舍，讓蘇貞昌
陷入 「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
的尷尬境地。

民進黨今年大選再度落敗，黨內
關於 「應正視大陸，與大陸交流」的
聲音此起彼伏。蘇貞昌當選黨魁後也
先後成立了 「中國事務部」和 「中國
事務委員會」，以作為黨內研究大陸
事務的智囊機構，並屬意長期關注兩
岸政策的謝長廷擔任委員會主管，不
料在臨門一腳的關鍵時刻卻把謝長廷
踢開，自兼委員會召集人。個中緣由
主要還是蘇貞昌的權力欲作祟。

謝長廷夫婦及幾位謝系立委10月
走訪了福建和北京，雖然是私人行程
，但謝長廷畢竟是近年來登陸的民進
黨人士中層級最高的，並受到大陸方
面的熱情接待。謝長廷返台後亦積極
與各界分享登陸感受，並敦促黨內務
實看待兩岸關係。在各界看來具有積
極意義的謝長廷大陸行，在蘇貞昌眼
中卻是對其權力的挑戰和威脅。原本
兩人就是競爭對手的關係，如今謝長
廷因登陸而變得風頭甚勁，蘇貞昌擔
心謝長廷會因此獲得 「政治第二春」
，從而成為自己進軍 「總統府」的重
要障礙。

對於蘇貞昌的疑慮和算計，素有 「智多星」之
稱的謝長廷當然心領神會。他拒絕退居委員一職，
除了認為與蘇系心結難解，委曲求全也難有作為外
，更因為 「中國事務委員會」的作用已經變調。在
謝長廷眼中，委員會應該成為推動民進黨調整兩岸
路線的 「火車頭」，但蘇貞昌卻把委員會當作 「權
力天秤」，邀請各派 「頭人」加入，頗有 「太公分
豬肉」的意味。此外，謝系在民進黨內是一個擁有
幕僚團隊、民意代表和地方首長的實力派，就算沒
有 「中國事務委員會」這個平台，也可通過其他渠
道發揮影響。所以，謝長廷拒絕為蘇貞昌 「背書」
，是意料中事。

至於游錫堃也婉拒出任委員，是因為當初就極
力反對成立 「中國事務委員會」，現在當然不屑
一顧了。看來，蘇貞昌雖與謝長廷分道揚鑣，
但也沒有換來 「獨派」另眼相看。

蘇貞昌設立 「中國事務委員會」當初給
外界帶來頗大期待，結果自囿於權力怪
圈，而錯失了一次改革良機。

瀾瀾觀觀
隔海

【本報記者王善勇報道】台灣 「副總統」吳敦義
日前在台北接見以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會長張國良為
團長的香港媒體高層訪問團時指出，兩岸應珍視建基
於 「九二共識」基礎上的和平穩定，繼續努力，共創
雙贏。吳敦義表示，台灣方面會坦然面對民調偏低情
勢，並坦言在涉及民生重大政策推動上，存在很大檢
討空間。

吳敦義回顧今年較早前在博鰲論壇與李克強會面
時，提到了《禮記．禮運．大同篇》中的 「講信修睦
」。他認為，大同世界還離我們很遠，但 「選賢與能
，講信修睦」兩岸都在做。中國大陸的的經濟實力已
經夠強大，敦親睦鄰很重要，兩岸一定要累積互信，
這是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的根基。

「九二共識」 擱置爭議
吳敦義說，台灣未來加入一些無關意識形態的國

際組織，希望得到中國大陸的祝福。他表示，兩岸對
「主權」的爭議應暫時擱置，這就是 「九二共識」的

真諦， 「把爭議放在盒子裡，用一條漂亮的絲巾包好
」，兩岸就可以共創雙贏，經濟、文化、藝術、體育
全面交流，從而增進了解，減少誤會，了解彼此的優
點和缺點，我們對兩岸關係未來充滿信心。

吳敦義表示，我們看到馬英九的支持度和滿意度
不理想，這裡面有很多因素，包括我們改革的信念固
然很好，可是實施改革的策略和方法，是不是選擇對
的時間、做了對的決定，這是我們要檢討的。以電價
調漲為例，就有很大的檢討空間。由於電價已經好幾
年未漲，非漲不可，這次政府決定漲28%，經協商分
段增加，等於先加11.2%，但選在6月10日漲價，而
6月1日剛實施夏季電費，台灣夏天電價比非夏天電

價通常貴17%。如此就等於加了28.2%。由於夏天天
氣熱，用電量大增，電費自然大增，但人民收入並沒
有增加，出口又比較不順，經濟成長停滯，物價又因
為油價上漲的關係而上升。工業、商業、住戶都受不
了。難怪老百姓不滿意。

吳敦義強調，希望明年經濟春暖花開，出口增長
，內需增強，景氣復蘇。我們努力把失業率降低，拉
高經濟增長率，增加老百姓收入，如果 2013 年好，
到了 2014 年再好一點，年底的 「七合一」選舉我們
就有可搏之力，2016年大選也會比較好打。

台北會見港媒高層

美國前總統卡特 16 日在 「三亞．財經國際論壇
」上就 「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影響」發表主旨演講。

「金磚五國」 崛起促進和平
卡特認為，隨着中國等 「金磚五國」的崛起，在

經濟、政治領域話語權的增大，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將
越來越趨向多邊框架，而美國的軍事統治地位未來也
會緩慢削弱，二戰以來美國一家獨大的局面正在改變，
未來將不得不以多極為基礎，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

兩天前，卡特在中國參觀訪問侵華日軍南京大屠
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時，盛讚當年留在南京並成功組織
國際安全區的威爾遜、魏特琳等美國人，稱上世紀
30年代中美合作留下了許多佳話。而他自己1949 年
第一次來中國後，對中國非常着迷，後來成為州議員
時立志要改善中美關係。1979 年，當時擔任美國總
統的卡特與時任中國副總理鄧小平會談，兩國正式恢
復外交關係。

希望中日和平解決釣島爭議
在談及中美關係近期出現緊張局勢時，卡特表示

，兩國要互相理解、尊重彼此存在的分歧、不干涉各
自的決策。中美之間的基本問題是在能否尊重彼此的
不同點。

卡特還指出，兩國的經貿、教育、文化的交往越
來越緊密。這意味着可以和平、互惠互利的方式解決問
題。 「美國領導人和中國領導人一樣明智，因為他們
知道中美之間有貿易、學術交流、旅遊等等，這對於兩
國都非常重要」，卡特據此對中美關係未來充滿信心。

對於有分析認為，美國經常避免談到中國在亞洲
的重要性，而且在美國大選前還有各種攻擊中國的言
論，卡特表示，他本人很討厭攻擊中國的言論，但很
不幸，這就是美國政治生活運轉的一部分，幸好選舉
結束後，這些言論會自動消失。

卡特對中國南海近期出現的緊張局勢表示擔憂。
他希望中日新一屆領導人和平解決釣魚島問題，雙方
應達成 「共同擁有這個島嶼但不會佔領它」的共識。

【本報記者強薇南京十六日電】今年是南京大屠
殺30萬同胞遇難75周年，中共南京市委書記楊衛澤
表示，南京市正在修葺遠在柏林的約翰．拉貝墓，以
感謝他在南京大屠殺期間，與其他國際友人一起共建
國際安全區，從日軍屠刀下挽救了 25 萬中國難民的
生命。

南京大學拉貝與國際安全區紀念館主任楊善友告
訴記者，去年5月，他和南京大學檔案館的吳玫館長
還去柏林的拉貝墓探視過。墓園的大樹下只見一小塊
用水泥條圈起的青草地，既無墓碑，也無雕像，若非
墓地管理人員幫忙指路，真是很難發現這裡就是 「中
國辛德勒」約翰．拉貝的長眠之所。

據了解，拉貝自 1950 年去世後就下葬在柏林西
郊的威廉紀念教堂墓園。1996 年底，由於租期已過
，又無人續約，陵園管理處打算將拉貝墓清除。拉貝
的親屬便決定將拉貝墓地上的黑色花崗岩墓碑拆下，

捐贈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供人緬
懷。從此，威廉紀念教堂墓園內的拉貝墓地再也無碑
可認。

在德國，因受納粹黨身份所礙，約翰．拉貝的英
雄事跡長期不為人知。在其出生地漢堡和居住地柏林
，拉貝的遺跡正在逐漸磨滅。為了讓更多的人記住這
位南京好人，多位中國在德留學生長年為修葺拉貝墓
奔走呼號，中國駐德大使館也在漢堡港的拉貝故居前
釘上了紀念銘牌。2007 年，南京市派專人前往德國
柏林商議修葺拉貝墓碑一事，其後更承諾為該墓地再
支付20年的使用費用。

南京人民也從來沒有忘記這位高鼻樑、深眼窩的
「活菩薩」。二戰結束後，在德國的拉貝全家失去生

活來源處境艱難，南京各界獲悉後迅速成立救助拉貝
勸募委員會。在近一年的時間裡，每個月都給拉貝寄
送食品包裹，幫助其全家渡過最艱難的時光。

【本報記者毛麗娟三亞十六日電】 「中國是一個
新興高成長國家，出現債務可以靠快速經濟成長來解
決債務問題，對於歐洲而言，也可以通過內生和外在
兩種途徑擴大經濟增長空間。」中國最大的國家資本
投資公司──中投副總經理汪建熙在在 16 日舉行的
「三亞．財經國際論壇」表示，歐債問題其實是歐洲

經濟增長出現問題。
首先，內生途徑上，歐洲要增長還是應靠科技創

新，比如，北歐國家有科技創新，經濟相對健康，而
南歐重債國則常常是科技創新不足；此外，成熟的發
達國家也有制度創新的可能性，比如，對原有福利國
家的制度進行改革可能推動重債國經濟增長，使天平
適當向增強競爭力方面偏斜。

在外部途徑方面，本國消費不足可以大力吸引外
國居民來消費；如亞洲金融危機後的香港憑藉 「自由
行」實行了經濟快速走出低迷；其次，歐洲重債國普
遍債務惡化，本國公共投資開支不足，但是可以推動

私人投資和外國投資進入，通過政府、私人、合夥制
這樣的類型來推動整個投資增長。

中投積極投資歐洲
據英國財政部一個報告稱，到 2015 年之前，英

國需要在能源、交通、通信、垃圾處理等領域要投入
至少兩千億英鎊。汪建熙稱，這對於中國的企業也是
機會。過去一段時間，中投對歐洲進行了很積極的投
資，比如投資了英國的泰晤士水務基礎設施、英國的
機場管理局、法國的豎立式燃氣、歐洲衛星通訊公司
及房地產、其他基礎設施建設。他表示，歐盟可以有
更加友好的投資環境，未來中國的企業和中國的主權
基金也會更積極的參與到對歐洲的投資之中。

瑞銀投資銀行全球副主席里昂．布里坦表示，歐
洲歡迎中國企業加強在歐洲的互動，中國企業在歐盟
國家併購時不會被視為惡性行為，歐盟會在更高層面
協調和解決中國企業投資歐洲的問題。

美國前總統卡特16日在 「三亞．財經
國際論壇」 上發表演講。他表示，隨着中
國等 「金磚五國」 的崛起，對世界的影響
將越來越大，二戰以來美國一家獨大的局
面正在改變。對於每四年美國總統競選時
都會出現譴責中國的言論，卡特說，這是
美國政治運轉的不幸，我很討厭這種言論
，幸好總統就任後這種言論就消失了！

【本報記者毛麗娟三亞十六日電】

吸引投資 歐洲可解債務危機

不忘挽救中國難民事跡
南京資助修葺柏林拉貝墓

台遊覽車撞吊車24人傷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六日報道：台灣公路16日清晨

再度發生嚴重車禍，一輛遊覽車疑似為閃避一輛大吊車，不
慎衝撞內側護欄，遊覽車車頭全毀，現場滿地車窗碎片，血
跡斑斑，車上乘客和駕駛共24人輕重傷急送醫院。

桃園縣消防局表示，一輛遊覽車凌晨3時許，從南投縣
竹山鎮出發，原定到桃園機場搭上午8時許的班機前往越南
進行5天旅遊，不料清晨6時許，在途經北上68公里路段時
，遊覽車因閃避前方 1 輛 25 噸吊車時，車子再往左偏，衝
撞內側護欄，造成車頭全毀，車窗碎片散落一地；車禍現場
血跡斑斑，車頭被擠壓變形，輪胎嚴重損毀。車上24人輕
重傷，所幸送醫急救後，均無生命危險。

受傷乘客指出，當時車速不快，但兩車距離過近，車禍
原因疑因未保持安全車距。

美專家：售台F16C/D不合時宜
【本報訊】據中評社華盛頓消息：美國長期觀察兩岸關

係與美中關係的兩位專家15日認為，出售F16C/D戰機給台
灣，既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也無助於預防台海戰爭，因此
談論對台出售F16C/D戰機是「錯誤時間提出的錯誤問題」。

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14日就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
舉行的研討會上，當聽眾問到奧巴馬第二任內，美國對台出
售F16C/D戰機的可能性時，與會的波士頓學院教授陸伯彬
和美國國務院前中國情報分析員克拉克做出類似的表態。

陸伯彬說，他本人一直認為，最不應該賣給台灣的武器
就是 F16，因為美國並不希望 F16 在台灣海峽運行，出售
F16對台灣安全到底有什麼好處呢？

陸伯彬表示，主張對台軍售的人都要考慮幾個因素：武
器運用的場所、可擁有的資源、武器技術水準，包括各種武
器裝備使得台灣不易成為大陸的目標，但又必須在台灣的預
算範圍內，且出售的武器裝備不要令美中關係不穩，而這些
F16都不符合。現為獨立諮詢師的克拉克指出，美國對台軍
售時，一要考慮美國的國家利益，二要考慮是否有利於預防
台海戰爭，從這兩點說，出售F16C/D都不符合目的。

▲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右）16日在 「三亞．財經國際論壇」 與嘉賓討論中美關係和中國在世界的
地位 毛麗娟攝

▲南京市民為拉貝塑像獻上鮮花 強薇攝

▲吳敦義日前與香港媒體高層訪問團合影。（左起）林聖芬、張健波、郭一鳴、顧堯坤、張國良、吳敦
義、文灼非、甘煥騰、劉瀾昌、王善勇 本報攝

台爭取工具機登陸降稅
【本報訊】中央社台北16日電：兩岸貨品貿易談判持

續協商，台灣經濟部表示，現行鋼材等一次加工製品，仍有
200至300項未對陸開放，若大陸願提供適當誘因，開放台
灣工具機及機械進口，不排除對陸開放一半。

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後續談判，其中服務
貿易部分，雙方目標年底前談完，經濟部長施顏祥日前表示
，目前 「進展順利、還沒談完」，並強調 「寧好勿快」。此
外，兩岸貨品貿易談判也正在進行中，官員指出，目前鋼材
等一次加工製品中，仍有200至300項未對陸開放，未來若
大陸願提供適當誘因，這部分不排除對大陸開放一半。

官員舉例，希望能和大陸換取機械或工具機等項目，開
放台灣進口。官員表示，目前大陸在進口鋼材等一次加工製
品的關稅平均約在5%以下，由於降至零關稅後差異不大，
台灣鋼材不一定可以大幅度銷往大陸。不過官員強調，政府
也並不樂見台灣一般鋼材銷至大陸，而希望後續高附加價值
的機械等製品能銷陸。

針對未來大陸鋼材等一次加工製品大量進口可能取代島
內 「中鋼」的情況下，官員指出，由於大陸這類鋼材價格原
本就較島內低一點，並非傾銷，在這種情況下， 「中鋼」勢
必要進一步研發，提升其附加價值，政府只能借力使力、提
供一些經費協助這類產業轉型升級，盼能利用相關政策措施
，提升島內產業的附加價值。

至於兩岸貨貿中有關爭取汽車整車零關稅輸往大陸部分
，官員僅說，進展非常順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