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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貿易中
心上海代表處昨
天掛牌營運。這
是台灣方面首度
在大陸開設經貿
辦事處。俗話說

「好事成雙」，大陸第一個在島內設置的
經貿辦事處據悉也將在近期啟動。兩岸經
貿往來多年，時至今日終於可互設經貿社
團辦事處，讓人振奮之餘不免多有感慨，
頗有苦盡甘來的味道。從此，台企登陸，
或是陸企入島，倘若遇到難題，將不再彷
徨無助，因為當地就有 「娘家」所屬經貿
社團的駐地辦事處伸出援手，解燃眉之急
。所以，互設經貿社團辦事處可謂兩岸經
合的重要里程碑。

大陸海協會和台灣海基會於2010年6
月簽署了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
），當中就明訂 「推動雙方經貿社團互設
辦事機構」。今年4月兩岸經合會第三次
例會終於達成共識，確定了兩岸經貿社團
互設辦事處的首輪名單：台灣方面由外貿
協會拔得頭籌，而大陸方面則是中國機電
產品進出口商會喝了頭啖湯。

兩岸經貿交流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
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經貿關係密切
的兩方互設經貿社團辦事處，本是順理成
章、自然而然之事。但多年來兩岸經貿實
際上只是 「單向交流」，只有台資登陸，
台灣方面則嚴格限制陸資入島，直到
2009 年起才逐步鬆綁，兩岸經貿終於實
現了 「雙向交流」。這也才有了平等互利
的 「互設經貿社團辦事處」之說。

兩岸互設經貿社團分支，顯示雙方的
經貿關係相當緊密。從 2003 年起，大陸
已經取代美國和日本成為台灣最大的貿易
夥伴，十多年來是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
去年兩岸貿易總額已達 1600 億美元。過
去兩岸經貿發展主要集中在貿易投資上，
現在發展領域廣泛，逐步向物流、金融、
醫療新的範圍領域拓展。去年ECFA早收
清單生效，進一步促進兩岸貿易，隨着
ECFA後續協商展開，將來納入優惠稅單
的貨物和服務類別將越來越多，兩岸經合
規模亦越來越大。兩岸經貿社團互設辦事
機構已是刻不容緩。

台灣貿易中心是台灣方面外貿協會的
「姐妹機構」，協助島內企業拓展海外貿

易，選擇上海為大陸首個據點，除了因為
上海是台商彙聚的重鎮，更看中上海未來的發展潛力
。上海躍居大陸第一大商業城市，去年的經濟總量在
大陸287個城市中排名第一，又是大陸各省市及大陸與
國際間的重要交通樞紐。上海辦事處的功能固然是要
為當地台商提供轉型建議，商情搜集，市場布局等服
務，但也應利用自身的優勢協助陸資陸企入島，可謂
一舉兩得。

其實，兩岸不僅需要設置經貿社團辦事處，更需
要開設綜合性事務辦事處，以便更好地為兩岸同胞
謀福祉。馬英九早前已明言把兩會互設辦事機構
作為明年推動兩岸關係的重要目標之一。如今
經貿社團設點正正為兩會設點作鋪墊和起
到示範作用，其背後的意義不容小覷。

瀾瀾觀觀
隔海 台貿易中心首設大陸分支

兩月三登陸 林中森訪閩

上海打響頭炮 北京下周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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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第一個在大陸設立的經貿辦事機
構 「台灣貿易中心上海代表處」 18日晚在
上海正式開幕。這標誌着兩岸經貿界人士
期盼已久的 「兩岸經貿社團互設辦事機構
」 正式開閘。

中國新聞 國際新聞 賽馬 體育

【本報訊】據中新社上海十八日消息：當天的開
幕晚宴由台北世貿中心董事長王志剛主持，他在接受
記者專訪時透露了以 「台灣貿易中心」的名義設立大
陸辦事處的具體 「時間表」。繼上海之後，台灣貿易
中心北京代表處的開幕日期已定於本月 27 日，其後
尚有4個大陸城市有此意向，分別是青島、大連、廣
州、成都。

看中上海發展潛力
之所以作此 「排兵布陣」，王志剛言乃是出於

GDP、市場規模大小、產業發展情況、台商分布情
況的考慮， 「特別重要的是發展潛力，當然還要注意
區域平衡性。」他說， 「目前來講，我們先設立6個
（代表處），將來視實際需要可做若干調整。」

王志剛也談及首選上海的原因。上海是大陸最大
的商業都市，也是大陸重要的交通樞紐。多年來，台
北世貿中心與上海保持着密切聯繫，比如參展 2010
年上海世博會等，為台灣創造了大量機遇。以今年4
月在上海舉辦的台灣名品展為例，短短4天，參展的
800 家廠商、2000 個攤位就創造了 2.5 億美元的銷售
業績， 「上海 『十二五』規劃的目標是在 2020 年建
成全球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我們不在這裡
設，在哪裡設？」

擴大服務兩岸企業
作為台灣第一個在大陸設立的經貿辦事機構，台

灣貿易中心上海代表處在兩岸經貿交流史上具有重要
意義，未來將擴大服務兩岸企業，促進雙方相互合作
，開拓新商機。該代表處首席代表邱揮立自上海世博
會決定設立台灣館之日起就 「深耕」於此，他說，代
表處將積極推動邀請陸商赴台參觀或參加台灣專業展
、邀請陸商赴台採購、推廣服務業合作、商情搜集、
協助台商布局大陸及辦理網絡視訊採購等工作。

當有記者問到代表處成立過程中遇到的困難時，
王志剛表示，海峽兩岸的關係越來越好，當然在進行
的過程中雙方難免有不同的做事方法， 「兩岸之間不
宜過分躁進，應該坐在一起好好相互了解，探討彼此
苦衷。大家抱有相互欣賞的態度，這很重要」。他說
： 「到現在為止，幾乎遇到的所有問題都能解決，所
以我對未來抱有樂觀的態度。」

【本報記者蔣煌基泉州十八日電】台灣海峽交流
基金會董事長林中森18日抵達福建省泉州市，開始4
天3夜的閩南之行。 「照顧台商就是照顧就業、照顧
稅收、照顧兩岸人民的福祉。」在與福建省委常委、
副省長陳樺會談時，林中森說，大陸相當於台商的
「婆家」，而台灣就是台商的「娘家」，現在台商在轉

型升級當中遇到困難，「婆家」和「娘家」要一起幫扶。
「台灣生產力中心、工研院等 14 個台灣智庫全都出

動，要幫助台商突破轉型升級當中遇到的瓶頸。」
林中森一行下午前往泉州市台商投資區，並揮筆

寫下 「兩岸合作，共創輝煌」。據台商投資區相關負
責人介紹，目前當地已有 1300 多家台企在泉州投資
興業，總投資額超過 30 億美元。隨後，林中森前往
參訪泉州開元寺，晚間出席泉州台商協會換屆儀式。

陳樺倡兩岸物流利用平潭合作
在與林中森座談期間，陳樺表示，過去兩岸在電

子信息、石化、汽車等產業進行過深入探討，期望在
現有基礎上，能夠深入產業對接，創造閩台共贏。她
特別建議閩台金融服務業合作重心可放在廈門，並向

林中森推薦利用平潭區位優勢大力發展現代物流產業
，打造成為兩岸最便捷、成本最低的物流通道。

「閩南文化是兩岸共同的文化，希望以此作為紐
帶，加強兩岸往來。」陳樺介紹說，泉州還設有閩南
文化生態保護區，能夠緊密維繫兩岸文緣， 「台灣居
民80%祖籍在福建，其中以泉州和漳州佔絕大多數，
發展赴台個人遊的願望非常迫切。」她建議將泉州、
漳州納入下一批開放試點城市。

陳樺還向林中森建議，在ECFA後續協商中，將
福建納入兩會議題，充分利用好福建先行先試優勢。

林中森此前接受媒體訪問時透露，為充分了解大
陸台商發展狀況，海基會已將大陸劃分為八個工作區
塊，他將於明年初繼續開展大陸各地之旅，增進對台
商情況的了解。

據了解，19 日上午，林中森還將參觀泉州台資
企業，中午與泉州台商座談餐敘；下午轉往漳州，當
晚參加漳州市官方晚宴。20 日上午參訪天福茗茶等
漳州台資企業，下午赴廈門，出席廈門台協 20 周年
慶典晚宴。林中森 21 日上午繼續參訪台企，下午經
「小三通」返金門。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八日報道：民進黨年初大
選因兩岸政策而敗，黨內求變之聲雖然四起，但黨主
席蘇貞昌把黨內 「交流派」的訴求及論述，統統當作
是 「耳邊風」甚至是 「偽命題」。但就在蘇主席 「老
神在在」的時候，民進黨內卻有人迫不及待，認為若
不趁時而變，民進黨將繼續在野。

於是，趁着 10 多位大陸台資企業協會負責人最
近將返台，18日傳出消息，指民進黨立委高志鵬出面
與台商會長餐敘，建立關係的行動，一致獲得黨友力
挺。分析稱，這顯示蘇貞昌在兩岸政策上的保守取態
，未能取信於立主開放交流的黨友，改革的勢力將挑
戰蘇貞昌的 「掌門威權」。

台商被視為藍營支持者
長久以來，在台灣政治勢力中，在大陸謀生的台

商一直被視為國民黨的支持者，較少與綠營互動。民
進黨這次主動邀宴大陸台資企業協會會長，有台商笑
稱是 「有史以來第一次」。

原來，有見兩岸人民往返頻仍，台灣當局於1992
年制訂《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用以規範兩岸人民在經
濟、貿易、文化等方面的往來，並處理衍生之法律事
件。不過，時移勢易，台灣當局有見有關條款已嚴重
落後於現實，周五（21日）將於 「立法院」舉行公聽
會，並邀請大陸 「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會

長郭山輝及另外 10 多位大陸台商會長一同返台，為
「兩岸關係條例修正公聽會」建言。

民進黨中執委洪智坤 18 日證實，民進黨將有多
位立委以 「個人身份」出席這場公聽會，並把握機會
與台商交換意見，並達成建設性共識。另有黨內人士
更透露，另一 「立委」高志鵬亦將出面設宴，邀請10
多位台商會長餐敘，以期建立 「綠、商」關係。

洪智坤在臉譜（Facebook）上表示，過去台商與
民進黨的關係多屬個人交誼，少有正式溝通，這次應
把握機會積極與各地台商就政策交換意見。他說，民
進黨可從生活條件、國際趨勢、競爭策略與政治意識
面向與台商交換意見，達成建設性的共識。民進黨人
士表示，有鑒於台商的重要性，黨內認為應該開始加
強與台商建立關係，開拓大陸台商選票，才能在未來
的選舉中，化被動為主動反攻。

媒體 18 日引述民進黨內人士消息稱，星期四
（20日）中午，將由高志鵬等人代表民進黨，與郭山
輝等 10 多位台資企業協會會長餐敘。高志鵬回應傳
媒查詢時，卻否認有關約會由他 「主動」提出，但表
示盼與台商討論有關台商投資鬆綁等相關問題。

民進黨發言人王閔生說，民進黨人士與台商間本
來就有不少互動，相關互動過程也都沒什麼問題，與
台商交流很正常。過去兩岸洽談投資保障協議時，民
進黨就曾積極為台商爭取權益。

開拓票源 綠營將首宴台商

【本報訊】據中新社台北十八日消息：台灣海
基會最新出版的一期《交流》雜誌，刊載高孔廉、
包宗和、高輝等人的文章，聚焦 「九二共識」。

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高孔廉在文中表示，
今年是海峽兩岸達成 「九二共識」20 周年，此一共
識是兩岸關係發展的關鍵基礎。他在回顧 「九二共
識」的緣起、過程、名稱由來後指出，正因有此共
識，才有了1993 年的 「汪辜會談」，簽署四項協議
，開啟兩岸歷史新頁；2008 年重啟協商迄今，兩岸
兩會舉行八次會談、簽署18項協議，更創造兩岸和
平穩定的局面。

高孔廉還認為，兩岸關係發展重在建立互信，
成果得來不易，兩岸均應珍惜。雙方應在 「九二共
識」基礎上，進一步累積互信。

台灣大學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包宗和
表示， 「九二共識」是目前兩岸政治互信的基礎，
展望未來，若欲成就兩岸更高的政治互信， 「九二

共識」思維不能只限於守成，而應力求突破，使一
中框架更具彈性。

中國國民黨大陸事務部主任、金門大學專任教
授高輝稱，今年是 「九二共識」20 周年，也是回顧
與前瞻兩岸關係發展的良好時機。他認為，兩岸關
係交流互動即將邁入深水區的關鍵時刻，兩岸互信
的建構更顯重要。兩岸之間應持續交流，並秉持互
知、互諒與自信的態度，透過充分溝通，增進共識
與合作。

前陸委會副主委、台灣政治大學教授趙建民認
為， 「九二共識」來之不易，已經創造了無與倫比
的效益，未來兩岸應在此基礎上，鞏固並強化互信
，以期為兩岸關係奠定可長可久的康莊大道。

台灣中華科技大學副校長李英明表示，兩岸關
係要進一步深化，必須透過效益極大化和功能精緻
化來鞏固深化 「九二共識」，逐步建構一種以 「九
二共識」為基點但又超越 「九二共識」的共識。

海基會刊文聚焦九二共識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八日報道：台北士林夜市繼先前
傳出水果價格貴得離譜之外，近日更被發現有水果攤商在出
售的現切水果中，違法添加不得檢出的環己基磺酰胺酸鹽，
就是俗稱的 「甜精」，醫師警告甜精為促癌物，吃多恐致膀
胱癌、腎病變。

台北市衛生局最近前往士林市場、超市、大賣場、水果
攤等，抽驗現切水果、生菜，總計42件，一共有6件不合格
，其中1件台北市政府地下街水果攤的水柿，被檢出大腸桿
菌群超標；另外5件全部皆為士林夜市攤商出售的現切水梨
，被檢出含甜精。

台北市衛生局簡任技正陳立奇表示，甜精是人工調味劑
，依法現僅能用於蜜餞、碳酸飲料和瓜子等，但不得添加在
新鮮水果內。但許多攤商為增加水果甜度，會添加人工甜精
，添加甜精的水果外觀不易辨別，民眾食用甜度很高的水果
後若覺口渴，可能是違規添加甜精所致。

林口長庚醫院臨床毒物科主任林杰梁說，甜精是國際認
定的促癌物，會讓癌細胞增長，吃多恐致膀胱癌、腎病變和
皮膚炎，動物實驗還發現會讓剛出生的小鼠有過動癥，建議
最好買帶皮水果，回家洗淨削皮再吃。

台北市衛生局已依法對違規業者法開罰各3萬元（新台
幣）罰款，並強制違規水果下架。由於夜市是食品衛生的高
風險地區，衛生局表明未來將持續擴大抽驗水果及市場。

士林夜市水果被揭摻甜精

【本報訊】據中新社台北十八日消息：台灣 「中央研究
院經濟研究所」18日公布今年經濟增長率（GDP年增率）
最新預測值，從年中預測的 1.94%下修到 0.93%；明年增長
率則為3.05%。

台灣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當天公布了最新經濟增
長率預測，這也是上周台灣綜合研究院預估今年經濟成長率
不保1%後，第二家研究機構調降經濟增長率低於1%。

「中研院經研所」表示，台灣經濟情勢受到境外需求冷
卻影響，今年以來進出口貿易皆負成長；整體經濟成長動能
減弱，累計前3季僅增長0.49%，因此，預估今年實質經濟
增長毛額年增率將下修至0.93%。

「中研院經研所」所長彭信坤認為，日前首度大砍
GDP至 「破2」曾被詬病太悲觀，但後來證實預估仍屬樂觀
，因此此次的0.93%預測應可實際反映全年GDP表現。

展望未來， 「中研院經研所」表示，由於全球景氣有逐
漸回穩現象，預期明年經濟增長率可望回升至3.05%。

中研院料台GDP破一

▲台灣第一個在大陸設立的經貿辦事機構 「台灣貿易中心上海代表處」 18日在上海正式開幕。台北世
貿中心董事長王志剛（左四）、上海市副市長姜平（左三）等出席開幕儀式和晚宴 中新社

▲全台最高的LED耶誕樹從1日點燈以來，吸引
不少民眾駐足圍觀 中央社

▲泉州市委書記徐鋼向林中森贈送 「惠安女」 雕
塑 本報記者蔣煌基攝

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村賽德克族中原部落，擁
有廣大梅林，以往欠缺行銷，除了當地原住民外
，少有遊客到訪，被形容為賞梅新秘境。 中央社

賞梅秘境

【本報訊】據中新社順昌十八日消息： 「期待通過更多
同行對猴王的多樣演繹，能吸引更多的年輕觀眾走進劇場，
喜愛傳統戲劇。」台灣目前最年輕的 「美猴王」表演藝術家
戴立吾18日晚向中新社記者如是說。

以 「聖見祖地．猴耀兩岸」為主題、為期近 3 個月的
2012 首屆海峽兩岸猴王爭霸賽，18 日晚在福建順昌落幕。
此次活動由中國西遊記文化研究會、福建省戲劇家協會、福
建省民間文藝家協會等聯合主辦，依託海峽兩岸一衣帶水的
「五緣」關係，促進兩岸戲劇文化的交流。

注重外形逼真的台灣 「美猴王」戴立吾此行收穫頗豐，
當選本屆兩岸猴王爭霸賽的 10 位 「金猴」得主之一。他說
，猴王爭霸賽讓同行們在比拼中碰出戲劇創新的火花，戲劇
的未來是在創新中獲得更多年輕觀眾的關注與喜愛。

兩岸美猴王首次爭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