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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
兩岸領導人不約
而同地把推動兩
岸和平作為促進
兩岸關係的主旋
律。國家主席胡

錦濤在新年講話中強調 「將繼續推動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造福兩岸同胞」。中
共總書記習近平也指出 「今年要繼續鞏
固和發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礎」。
台灣方面馬英九在元旦講話中亦呼籲 「
兩岸領導人都應將確保台海永久和平當
成首要之務」。可見，促進兩岸和平已
成為兩岸雙方共同追求的最高目標。根
據台灣陸委會最新民調，島內超過六成
民眾對兩岸和平現狀 「有感」，逾七成
人支持兩岸深化交流，顯示推動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的主張符合島內主流民意的
期待。

解決台灣問題的核心是實現祖國統
一，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最符合包括台
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根本利益。而在
實現和平統一之前首先要確保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在這個過程當中，通過經貿
、文化等領域的交流和合作，有助於穩
定台海局勢，有助於累積兩岸互信，有
助於兩岸同胞建立感情。事實證明，自
2008年6月兩岸恢復了中斷近十年的事務
性協商，簽署了18項協議，海峽兩岸洋
溢融洽友好的氣氛，島內民眾再也無
須像在陳水扁執政時擔心兩岸會發生戰
爭了。只有 「安居」才能 「樂業」，倘
若沒有一個安定和平的環境，一切都是
空談。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創造的 「和平紅
利」給兩岸同胞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尤其給島內經濟發展提供了新動力：
ECFA早收清單使台灣超過五百種貨物享
受登陸減稅優惠，從而降低了成本，提
高了競爭力；在島內有逾300年養殖歷史
的虱目魚這幾年開始進入大陸市場，開
拓了銷路，南部漁民的收入明顯提高；
陸客赴台遊也為島內帶來近2000億新台
幣的商機； 「大三通」使 「兩岸一日生
活圈」成為現實。所以，島內主流民意

贊成進一步深化兩岸各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期盼擴大
「和平紅利」的範圍和效應。

然而，兩岸之間融洽的氛圍和溫馨的場面並不是
必然的。台灣一位民眾日前投書大陸媒體時指出，自
己少年時曾經歷過國共內戰的慘況，希望 「國破山河
在，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的烽火
悲情不再重現，呼籲兩岸民眾珍惜當下來之不易的和
平局面。

四年多前國民黨重新執政，兩岸關係出現了歷史
性的轉折機遇，雙方在 「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石上展
開交往。可見， 「九二共識」是確保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的重要前提。兩岸今後要進一步維護台海和
平的局勢，則須在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原則上達
成更為清晰和明確的共同認知，建立軍事互
信機制，商談兩岸和平協議。

瀾瀾觀觀
隔海 台主流民意肯定兩岸和平

兩岸水泥巨擘結盟創雙贏

支持兩會互設辦事處 贊成陸企入島投資

二〇一三年一月五日 星期六A13台灣新聞 責任編輯：朱瑞宜

馬英九力拚「有感施政」，兩岸關係先
達標。據陸委會3日公布民調，63%民眾對
兩岸和平現狀 「有感」 。陸委會認為，這
反映當前的兩岸政策符合多數民眾期待。

體育 賽馬 世界新潮 國際新聞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台媒四日報道：陸委會
委託全台公信力民意調查公司，針對民眾對未來當局
的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進行民調。高達63%民眾感受
到兩岸和平現況；僅1.9%民眾 「無感」，認為兩岸仍
處 「對抗」狀態。

僅1.9%人認為兩岸仍「對抗」
民調顯示，有高達76.4%的受訪民眾支持當局進

一步深化兩岸在各領域的交流，以增進兩岸民眾的相
互了解。針對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64.2%的民眾
表示贊成；71%的受訪民眾認為此舉有助兩岸關係發
展。

至於開放陸資赴台部分，有67.1%的台灣民眾認
為應適度開放大陸資金赴台投資，有利平衡兩岸投資
發展。只有11.8%的民眾認為 「完全沒有幫助」。

從陸委會最新民調可見，馬英九元旦當天對兩岸
關係的展望頗符合民意。他強調，兩岸領導人都應將
確保台海永久和平當成首要之務，兩岸交流越制度化
，兩岸的和平也就越鞏固。

馬英九表示，兩岸和平是亞太和平的基礎之一，
也是促進經濟發展與提振投資意願的必要條件。他盼
望與 「中國大陸新領導人習近平先生」，在鞏固 「九
二共識」的基礎上，持續推動兩岸和平發展，全面擴
大與深化兩岸交流。

馬英九表示，政府將加速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ECFA）後續協商，進一步放寬陸資與陸生來台及
陸客自由行，近期內通盤檢討與修正兩岸人民關係條
例，取消不合時宜的限制與歧視性規定，也將積極推動
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照顧每年來往兩岸間數百萬
廣大民眾，為兩岸和平發展制度化打下更堅實基礎。

【本報訊】據中通社四日報道︰台泥集團3日與
中國建材集團簽署 「戰略合作協議」，隨後並宣布雙
方交叉持股合資經營四川泰昌水泥廠，及合作完成購
併賽德水泥。台泥集團董事長辜成允指雙方已踏出全
面合作第一步，未來將強強聯手，一同做大。香港證
券公司4日預期，雙方合作將提升競爭力。

交叉持股 合作併購
台泥集團、中國建材集團分別是兩岸的水泥建材

龍頭企業，此次雙方攜手合作，為兩岸龍頭企業結盟
，劃下新的里程碑。

辜成允指出，台泥國際將和中國建材集團，一起
在大陸其他地區交叉持股或合作，進行併購；台泥集
團2016年產能達1億噸的目標，不排除可因此提前達
成。

兩岸水泥巨擘3日除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外，隨即
也進行子公司的股權交換。台泥集團將原持有四川泰
昌水泥廠的70%股權，轉售給中國建材集團旗下西南
水泥，台泥仍持有30%，雙方未來將合資經營；此外
，西南水泥則將持有2.06%賽德水泥股權，轉讓給台
泥集團。

兩強戰略合作框架下，四川泰昌水泥廠合資經營
後，台泥將有100萬噸產量、中國建材擁200萬噸。至
於貴州賽德水泥廠的6座水泥廠共700萬噸產能，經過
分配，台泥集團擁有3座廠、產能400萬噸、中國建材
集團則有300萬噸產能。

辜成允表示，中國建材集團2012年產能達3億噸
，不僅是大陸最大、也是全世界最大水泥集團，且又
是央企，在大陸各地方，有購併優勢；雙方在完成戰
略合作協議後，未來生產上，台泥集團可提供技術、

環保強項，中國建材可利用購併的優點，相互合作，
以雙方集團最有利的地位，強強聯手、共創雙贏。

跨國證券公司高盛（香港）4日表示，台泥與中
建材的是次合作將包括信息共享、技術交流及根據市
場訂單優化產能擴張。相信雙方合作將令台泥在大陸
西南地區水泥市場建立更強大的立足點，因頂級生產
商在該等地區的市場份額較不集中。

高盛表示，雙方子公司進行的交易將增強台泥分
配產能的能力。台泥完成交易後，將獲11億人民幣的
出售收益，根據該行對其2013年的純利預測，此意味
100%的盈利增長潛力。相信與中建材合作對台泥來
說具有長期戰略價值。

台泥4日在港股甫開市即飆上2.51港元，升
3.29%，創8個月新高；中建材開市則跌1.3%，報
11.88港元。

台泥與中建材簽戰略合作協議

【本報訊】據新華社台北四日消息︰大陸最近發
生的問題 「速成雞」事件引發社會對雞肉安全的普遍
關注，那麼作為雞肉 「消費大戶」，台灣是如何管理
雞肉品質的呢？新華社駐台記者就此進行了採訪。

綜合此間專業人士的介紹，依照有關國際標準，
白肉雞品種的養成大約需40天，因此所謂 「速成雞」
的問題並不在於生長天數，而在於品質的管控。

台灣養雞協會秘書長馮誠萬說，大陸此次發現問
題的雞是源自美國的白羽肉雞。而依據台灣飼養業的
標準，白羽雞一般只需飼養35到38天就能進入市場，
時間甚至還短於大陸所謂 「速成雞」的45天，但台
灣的雞肉卻經得起台灣食品衛生管理機構的檢驗，
也一直令島內消費者放心，其主要原因就是科學飼
養。

售前3天檢測藥物殘留量
台灣對於雞肉製品有一套較為嚴格和成熟的品質

管理體系，包括在肉雞出售前3天進行藥物殘留檢測
，以及建立產銷履歷及品牌驗證制度等。台灣動植物
防疫檢驗機構藥品科科長劉雅方告訴記者，以集約化
飼養業中必不可少的抗生素為例，飼養業者給雞用藥
後須等停藥期過後，也就是藥物代謝完成後才能將其
送往屠宰廠，以保證藥物殘留控制在標準值內。

科學飼養監控品質
速成雞變安全雞

【本報訊】據中通社台北二十二日消息︰在台
灣，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政治思維看似 「水火不容」
，不過，為了爭搶大陸龐大市場中的各種商機，藍
、綠陣營中人也有突破政治疆界，攜手合作，齊心
賺人民幣的時候。

看中郝大陸知名度高
民進黨籍的屏東縣長曹啟鴻看準大陸民眾對 「

年年有餘」的喜愛，準備趁下月到來的春節，到大
陸大賣屏東特產石斑魚。他4日更專程北上台北找上
屬於 「敵對勢力」國民黨的台北市長郝龍斌，邀他
當屏東石斑的代言人。

曹啟鴻直言，郝龍斌在大陸的知名度應該可以
創下不少業績，郝龍斌也樂得當代言人，結交綠營

友人，伸展觸角到南部，累積政治實力。
曹啟鴻拿屏東現的漁業資料向在場媒體介紹

： 「屏東石斑產量佔全台灣六成！這是屏東的驕傲
！」曹啟鴻表示，石斑養殖唯一的缺點是靠天吃飯
，遇到寒流或颱風致使漁塭流失，產量就會銳減，
養殖業者的心血就會付諸流水。

他特別提到2009年因莫拉克颱風造成 「八八水災
」，林邊鄉養殖戶就受到重創，所幸有台北市政府
認養災區，當時人家說幾年內吃不到台灣養殖的石
斑魚了，現在屏東的石斑魚大豐收，曹啟鴻更趁機
向台北市長郝龍斌致謝。

下周登陸親自推銷
曹啟鴻說，屏東縣要把石斑魚賣到大陸去，縣

政府先遣部隊先探路，下個星期曹啟鴻就要登陸，
親自推銷，讓台灣石斑搶佔大陸農曆新年的餐桌。
他又向在場人士介紹郝龍斌市長將成為屏東石斑在
大陸市場的代言人， 「他（郝）知名度在大陸人人
都知道，有郝市長推銷更好！」

綠營縣長開拓大陸市場
邀郝龍斌代言屏東石斑

▲ 「2012嘉義市雞肉飯節」 巡迴活動近日在台北市政大樓舉辦品嘗會，蕭萬長（左）、台北市長郝龍
斌（右）、嘉義市長黃敏惠（右二）共同推薦嘉義美食。 中央社

▲台北舉行新年書法活動，民眾寫揮春喜迎2013
年 中央社

▲台北市長郝龍斌（右）4日在台北與北上的屏東
縣長曹啟鴻（左），一起推廣屏東優質漁產，提
供民眾年節禮品的選擇 中央社

【本報訊】據中新社海口四日消息︰台灣佛光山開山
宗長星雲大師將於5日晚抵達海南海口，展開為期4天的以幸
福與和平為主題的海南行活動。

海南省台辦主任劉耿在4日舉行的發布會上說，星雲大
師海南行將參加在海口與博鰲兩地的三場活動：星雲大師
「一筆字書法2013中國大陸巡迴展」首展，與大陸文化名人

韓少功對話 「幸福生活與中華文化復興」，參加博鰲禪寺
萬佛塔玉佛開光及 「兩岸和平祈福法會」。

這將是87歲高齡的星雲大師第二次訪問海南島，他曾在
2005年與時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一誠大師、中國香港佛教聯
合會會長覺光大師等108位高僧，共同主持三亞南山海上觀
音聖像開光大典。他在2012年還曾會見赴台訪問的海南省文
化交流團，並建議三亞南山建設世界佛教文化中心，為佛
教界創建一個交流聖地。

台灣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執行長如常法師介紹說，星雲
大師 「一筆字書法展」將於6日在海南省博物館開展，將展
出星雲大師書法作品55件及其他物件26件。

「星雲大師出生在戰爭年代，如今為兩岸和平不斷奔
走」，如常法師說， 「此次展覽作品的主題是幸福與和諧
，希望觀眾看到展覽之後，能找到感動與寧靜，獲得歡喜
的、安定的力量」。

星雲大師今抵海南談幸福

台企獎勵員工增產
生一胎可獲六萬台幣
【本報訊】據中通社四日報道︰近年台灣生育率持續下

降的問題迅速惡化，全台各地除官方陸續推出各種鼓勵生及
育兒補貼外，企業老闆也開始大手筆鼓勵員工多生育。其中
金仁寶集團董事長許勝雄為鼓勵增 「產」，員工每生1個小
孩，就能獲獎金6.6萬元（新台幣，下同），兩年 「催生」
了629位新生兒。

台媒報道，台灣金仁寶集團董事長許勝雄由於擔憂少子
化危機，衝擊影響社會競爭力，在2011年尾禡時，向集團全
體員工宣布 「提高生育獎金」，仁寶員工福利委員會原本提
供的生育津貼每胎只有1千元；許勝雄大聲疾呼後，大幅加
碼至6萬6千元，且集團所有員工適用。在重金獎勵下，加上
去年適逢龍年，金仁寶集團旗下光是仁寶的員工 「造人績效
」優越，新生兒人數由前年的221人將近倍增至408人，合計
這2年光是仁寶公司就 「催生」了629位新生兒，合計發出
4200萬餘元獎金。

此外，台灣信義房屋今年也開始獎勵員工生育，只要服
務滿1年的員工，生育第1胎就有3000元津貼，而生育第2胎
獎勵金更高達12萬元，第2胎獎勵金額度冠絕全台各企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