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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海協會
前常務副會長唐
樹備最近接受傳
媒採訪時指出，
「九二共識」的

核心精神就是 「
一個中國」，終極目標就是兩岸努力追
求國家統一，雖然統一還需要時間，但
這個方向是肯定的。他又認為，假如兩
岸 「無限期不統一」，就是違背了 「九
二共識」的原則。

作為當年兩岸達成 「九二共識」的
直接參與者和見證者，唐樹備的觀點精
準扼要，寥寥幾語就點出了 「九二共識
」的精髓：兩岸不僅要在一個中國原則
上達成更清晰的共識，更要共同努力實
現兩岸和平統一。國民黨於2008年5月重
新上台後，堅持 「九二共識」，兩岸關
係才得以破冰回暖，但對於 「兩岸和平
統一」議題，台當局始終迴避，並拋出
所謂 「不統、不獨、不武」的推託之詞
。可見，唐樹備的講話頗具針對性，提
醒台灣方面不要做出自相矛盾之舉。

「九二共識」指1992年11月大陸海
協會與台灣海基會就解決兩會事務性商
談中，如何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
度問題所達成、以口頭方式表達的 「海
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
目的在於確定兩岸兩會協商屬於中國內
部事務，絕非國與國之間的談判。兩會
當時最後達成共識的版本是：海峽兩岸
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
統一。台當局既然已承認 「九二共識」
，以此作為兩岸交往的政治基礎，則應
認真貫徹 「九二共識」的精神，把兩岸
和平統一作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最終
目標。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國主權和
領土完整不容分割。1949年以來，大陸
和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
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世紀40年代中後
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這
沒有改變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
實。台灣回到祖國懷抱，兩岸實現和平
統一，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誠然，
從兩岸目前的形勢來看，兩岸和平統一
時機還未成熟，但這並不等於就要放棄

和平統一的目標。
台當局曾於1990年成立 「國家統一委員會（國統

會）」，旨在主導兩岸關係的發展，隔年還通過了 「
國家統一綱領（國統綱領）」，訂出兩岸統一的近、
中、遠程三階段：近程為交流互惠階段；中程為互信
合作階段，兩岸應建立對等的溝通管道，開放 「三通
」，推動兩岸高層人士互訪；遠程為協商統一階段，
成立兩岸統一協商機構。但2006年奉行 「台獨」路線
的陳水扁不顧各方反對，強行終止 「國統會」運作。
而馬英九自五年前上台至今，仍未恢復 「國統會」運
作。

大陸積極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有利於兩岸同
胞加強交流合作、融洽感情，有利於兩岸積累互
信、解決爭議，更為兩岸和平統一奠定物質與精
神基礎。期待台當局能站在全民族發展的高度
、以更遠大的目光、更豐富的智慧、更堅毅的
勇氣，積極加入到推動兩岸和平統一的進
程。

瀾瀾觀觀
隔海連戰訪陸 馬樂觀其成

開賭救經濟爭議大

政商大老郭台銘等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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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中通社、中評社、中
央社消息︰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將於24至
27日率團前往大陸訪問，料將會晤中共總
書記習近平及國家主席胡錦濤。台灣領導
人馬英九對此行高度重視，22日下午接見
連戰。據了解，儘管馬英九沒對連戰這次
訪陸託付特定任務，但強調擴大與深化兩
岸交流是未來三年政府工作重點，對連戰
以民間身份訪問大陸樂觀其成。事實上，
連戰率領的 「台灣各界人士訪問團」 陣容
鼎盛，涵蓋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潤泰
集團總裁尹衍樑以及華南銀行董事長林明
成等三、四十名政商界猛人。

【本報訊】對於即將舉行的 「習連會」的成果，
台灣媒體寄予很大期待。《聯合報》發表評論文章稱
，連戰的訪問團成員涵蓋島內政商各界，且選在一個
極微妙的時機點，顯示中共新領導中央已有新的對台
政策，而習近平則想掌握兩岸關係的主導權。

該文章指出，二○○五年的 「胡連會」是兩岸關
係的破冰之旅，中共把連戰跨海一握的歷史定位牢牢
記住。選在三月大陸全國人大、政協與新一屆政府換
屆前，邀連戰到訪，大陸有意傳達新的政治訊息給台
灣，也希望透過國民黨傳達訊息回台。

文章續指，過去有 「江八點」、 「胡六條」，習
近平會否藉今次機會闡述自己對台的想法和政策，並

適時對台灣拋出善意，掌握二○一六年前兩岸關係互
動的主動權，值得關注。

《旺報》亦指出，連戰搶在四月在博鰲論壇上與
習近平會面的蕭萬長之前，顯示在兩岸關係的角色作
用上，未來在習近平時代，連戰仍被大陸尊為最有分
量的人物。習近平接班後，選擇連戰為第一位會見的
台灣政要，並在 「習連會」場合首次以中共最高領導
人身份發表他對兩岸關係的談話，可見2005年 「胡連
會」為連戰立下的歷史角色光環仍然不減，永遠的連
爺爺可望繼續扮演兩岸對話要角。因此， 「習連會」
勢將為兩岸關係再開啟另一扇大門，會不會點燃兩岸
政治對話的火苗，值得關注。

台媒熱切期待習連會

由於這次 「習連會」是兩岸高層在中共十八大、
習近平上任後的首次會晤，備受各方關注。馬英九22
日下午在 「總統府」接見連戰， 「總統府」發言人李
佳霏會後透露，會談中馬英九聽取了連戰對會見習近
平的看法，以及連戰對兩岸關係的觀察。

馬樂見兩岸更多溝通
對於連戰今次大陸行，民進黨方面表示，連戰見

習近平前先會見馬英九，希望馬英九若有賦予連戰任
何任務，或者有口信要連戰轉達，全程必須公開透明
。對此，李佳霏強調，馬英九對連戰此行未託付特定
任務，但馬英九認為，擴大與深化兩岸交流，是未來
三年政府工作重點，對連戰此行樂觀其成，也樂見兩
岸有更多溝通、更頻繁的交流；會面結束前，馬英九
請連戰代問候習近平與前中共總書記胡錦濤。陸委會
則表示，當局將連戰訪陸定位為民間交流及政黨交流
範疇，對有助於兩岸相互了解，也有助於兩岸關係良
性發展的交流活動，都正向看待。

早前有島內媒體稱連戰將於25日與習近平會面，
並於26日與胡錦濤及賈慶林會面，中央社22日引述大
陸 「涉台系統」表示，連戰將分別在25、26日上午9
時，與 「中央領導」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面，並將出
席26日傍晚5時30分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的活動，對
象也是 「中央領導」，但並未具體說明是哪些領
導人。

了解新領導對台主張
今次 「習連會」相較以往國共兩黨高層會面有何

新看點，是眾所關心的焦點。台灣淡江大學大陸研究
所所長張五岳指出，習近平要到三月才會接任國家主
席及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在此之前， 「
習連會」可能是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後，以共產黨領
導人身份，較完整談及對台主張及看法的機會。

台灣嘉義大學教授吳昆財亦指出，兩岸關係經過
四年 「先經後政」的鋪墊，兩岸高層選擇在大陸領導
層交接之前再度會面，或將嘗試就政治性議題面對面
交換意見， 「至少要碰一下，才知道 『深水區』的水
有多深！」

另一方面，有台灣鴻海集團內部人士向中央社透
露，董事長郭台銘是今次訪問團成員之一，並將參與
相關行程。除郭台銘外，多次隨連戰參與國共論壇的
潤泰集團總裁尹衍樑以及華南銀行董事長林明成等多
位企業界、金融界重量級大老將隨行。

事實上，2005年4月連戰首度率團登陸，當時就
有許多台灣工商界重要人物隨行，其中包括如郭台銘
、裕隆集團董事長嚴凱泰、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之子
張國政、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忠及中小企業協會理事
長戴勝通等。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二十二日消息︰一份
台商調查報告顯示，多數台商認為大陸經營環境改
善多於惡化，有超過7成台商對後續投資態度正面，
但也有19%台商對後續投資悲觀。

由台北經營管理研究院院長陳明璋撰寫的 「
2012大陸台商投資環境調查報告」，調查福建、廣
東、上海、江蘇、浙江等地共177家台商，調查訪問
時間為2012年7月3日至7月14日。

報告顯示，台商認為有助於2012年投資經營環
境的因素，分別是兩岸關係發展、大陸實施 「十二
五」規劃（2011-2015年）、大陸政府政策、當地
社會關係、環保節能要求、研發創新能力、管理效
率改善等。

至於影響投資經營環境的因素，則包括外商優
惠政策、匯率變化及升值、大陸租稅改革、總體經
濟環境、行業景氣、同業競爭、市場需求改變、原
物料供應、資金調度、能源供應、產業經營環境、

勞動關係、接單價格、營運風險等。
報告認為，總體來看2012年台商的個體環

境較為惡劣，產業環境居中，總體環境相對則
較穩定。

內需市場是最大助因
多數受訪台商認為未來大陸投資環境的改善略

多於惡化，環境改善的原因中，內需市場擴大、政
府協助轉型、人力質素提高居前三名，分別為53%
、30%、29%，另外，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ECFA）的助益居第4名，為28%。

受訪台商對未來大陸投資評估多數仍持正面態
度，有超過7成受訪台商認為未來大陸投資充滿機會
；但也有13%台商認為大陸投資環境惡化難以投資
，有6%則稱不會再赴大陸投資。

報告最後說，大陸投資環境已今非昔比，台商
須能與時俱進，創造 「增值」的競爭優勢。

七成台商看好投資前景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二十二日消息︰德意志銀行22
日發布研究報告稱，隨台灣人民幣離岸業務二月初啟動，
到2013年底，台灣人民幣存款可能會激增至一千億元，其中
400至500億元是台灣居民或企業從香港轉移而來。該行預計
，在接下來的兩三年裡，受企業或機構投資者以及個人投資
者資產分配或資產多元化需求影響，台灣人民幣存款將增至
二千億元。

【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台灣鴻海集團董事長
郭台銘日前主張新北市淡水可設 「博弈（即博彩）特
區」，但被 「行政院長」江宜樺否決；基隆市交通旅
遊處隨即向郭台銘招手，表示可在基隆港外六公里的
離島基隆嶼靠泊五星級郵輪當作海上觀光賭場，只要
三年，博弈特區就可營運，比馬祖爭建的觀光賭場還
要快一年。

郭台銘在18日江宜樺 「內閣」就職當天向江喊話
，表示可以考慮在新北市或北部地區發展博弈產業，
成為促進觀光、旅遊、消費購物、科技展覽與會議等
重要平台，帶動台灣經濟成長。

地方歡迎錢途
對此，新北市長朱立倫表示，淡水各項交通便捷

，適合發展複合型娛樂特區，如果把博弈納入，更具

有觀光吸引力，這是一個新一代具有競爭力的作法，
但必須先修法才能實行。江宜樺則婉轉地否決郭董意
見，指目前法源上只有《離島建設條例》開放離島地
區可申請設置賭場，台灣本島仍受《刑法》限制，法
律上有困難。

基隆市政府隨即乘勢向郭台銘招手，交通旅遊處
副處長王英哲21日表示，基隆嶼有簡易碼頭，只要在
現有碼頭與停機坪間興建海堤，中間海灣劃為國際觀
光度假區，靠泊除役國際郵輪，郵輪上有觀光旅館、
觀光旅遊設施、國際會議展覽設施、購物商場、賭場
，完全符合離島建設條例規定，也不會有治安等問題
。且基隆嶼土地權屬基隆市政府、島上有合法建築，
不必修法、土地也不必變更都市計劃；只要業者願意
投資，估計三年就可建成距北台灣最近、最快速抵達
的觀光賭場。

基隆嶼面積22公頃，原為軍事管制區，目前只有
海巡約4、50人駐守，沒有設籍居民；2001年開放民
眾登島觀光，碧砂漁港和基隆港小艇碼頭都有航班接
駁民眾來往。

對此構想，基隆市議員呂美玲等認為，若能爭取
郭台銘來投資，可以帶動基隆觀光業；從事服務業的
居民贊成賭船進駐基隆嶼，認為賭船可以增加就業機
會，還可活絡交通、觀光、休閒業等，帶來錢潮。

反賭者憂治安
反賭博合法化聯盟成員潘翰聲也持反對意見，他

認為，拚經濟沒有特效藥，寄望 「博弈帶動經濟」很
可笑；而且博弈產業如同 「裹覆糖衣的毒藥」，即使
可以帶來利潤，但必須付出龐大的社會成本，例如洗
錢、組織犯罪等治安問題，不得不謹慎思量。

人幣存款年底或達千億

台東元宵節重頭戲─炮炸寒單（邯鄲）22日登
場，由邯鄲堂率先暖身。今年有 「邯鄲爺」和 「寒單
爺」相互輝映，總計30場左右。 中央社

炮炸寒單

▲對於連戰即將訪陸，馬英九（左三）表示樂見兩岸有更多溝通、更頻繁的交流。圖為他早前出
席在台北舉行的大陸台商春節團拜 資料圖片

▲部分隨連戰訪陸的財經界猛人︰（左起）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華南銀行董事長林明成、潤泰
集團總裁尹衍樑

▲上海市統戰部部長沙海林（左）22日向上海市台
商協會會長葉惠德（右）拜年。沙海林指， 「幫助
上海的台資企業就是幫助上海自己的企業」 中央社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二日消息：陳水扁與夫人吳淑
珍犯貪污、洗錢等七宗罪，台灣高等法院22日裁定，兩人各
須服刑20年。

陳水扁夫婦涉及教唆偽證罪、南港展覽館案的圖利罪，
以及龍潭案的洗錢罪，日前判刑確定，台灣高等法院22日裁
定，陳水扁應執行有期徒刑20年，並科罰金2.5億元（新台
幣，下同）；吳淑珍應執行有期徒刑也是20年，並科罰金2
億元，兩人的罰金都可以易服勞役折抵。

台灣法界人士表示，陳水扁與吳淑珍其餘仍在審理中的
案件，犯罪時間都在2005年刑法51條修正案公布前，因此依
照舊刑法51條規定，宣告多數有期徒刑案件，合併執行後，
最長就是執行20年。等於兩人除非被判處無期徒刑，否則不
管刑度輕重，法定執行刑期最多就是20年。

不過，目前陳水扁在台北榮民總醫院戒護就醫，吳淑珍
則沒有監獄肯收，在家養病，限制住居、禁止出境。

對於親綠團體想讓陳水扁也保外就醫的聲音，法務部次
長陳守煌22日說，已在經費許可範圍盡力改善陳水扁的醫療
環境。

至於陳水扁何時回監？他說，尊重醫療團隊專業意見。

高院裁定扁珍刑期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