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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兩岸各
界矚目的 「習連
會」將於明天登
場。這是習近平
自去年11月當選

中共總書記後首次接見台灣訪問團，
也是與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首次舉行
正式會談。當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已
進入鞏固深化的新階段，外界普遍預
料，習近平屆時將會就兩岸關係發表
重要講話。

在中共歷屆領導人之中，習近平
是少有的在出任中共總書記前就與對
台工作頗有淵源的領導人。他曾在大
陸對台前沿─福建省有17年的工作
經驗，積累了不少處理對台事務的經
驗，還多次接待過台灣政壇的知名人
士，包括2000年回福建永定祭祖的國
民黨副主席吳伯雄、2005年應邀到訪
杭州的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蕭
萬長、2010年在海南參加博鰲論壇的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最高顧問錢復。
據悉，連戰這些年登陸訪問期間，也
曾與習近平有過數面之緣。

自2005年4月 「胡連會」後，國共
兩黨高層會面已成慣例。當時胡連二
人在共同發布的 「兩岸和平發展共同
願景」中，同意建立黨對黨定期溝通
平台。在隨後的三年裡，胡錦濤與連
戰定期會面，帶動了兩岸經濟文化各
方面的交流。2008年5月吳伯雄首度以
國民黨主席的身份訪問大陸，並與胡
錦濤會面，使兩黨關係與兩岸交流又
有了進一步發展。可見， 「胡連會」
、 「胡吳會」這種國共兩黨高層直接

而又坦然的會面方式，無需經過層層傳話，無需繞
過許多彎道，不僅有利於兩岸清楚、準確、及時地
了解彼此的看法，也有助於消除誤解。

如今胡錦濤已卸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接棒後
也舉行 「習連會」，頗有承前啟後的意味，即國共
兩黨高層定期交流機制將會延續下去。尤其未來兩
岸協商議題將步入 「深水區」，雙方遇到的分歧也
會越來越多，加強兩岸兩黨高層溝通，有利於化解
分歧和解決難題。

值得關注的是，這次訪京的台灣代表團成員除
了國民黨人士，還涵蓋了島內政商各界30多人，如
新黨主席郁慕明、無黨團結聯盟主席林炳坤、鴻海
集團董事長郭台銘、潤泰集團總裁尹衍樑等知名人
士。訪問團成員的多元化，有利於島內各界代表人
士近距離一睹中共新任領導人習近平的風采，也有
利於台灣同胞更清楚地了解大陸對台政策。更重要
的是，習近平要向外界傳遞一個重要訊息：大陸
方面希望廣泛地與島內各界各黨人士接觸，建
立友誼，而前提當然是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期盼 「習連會」圓滿成功，為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構建美好的藍圖。

瀾瀾觀觀
隔海連戰抵京走春訪舊

今習連會展望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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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台媒、中通社二十四日
消息：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一行24日晚上近
7時到達北京，進行為期四天訪問。連戰表
示，這次是 「走春訪舊」 的旅程，預計25日
上午於人民大會堂會晤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
平，這是中共十八大後兩岸高層首度會晤。

【本報訊】據中通社台北二十四日消息：人民幣在台
業務自2月6日正式上路後，由於全台金融機構各出奇招，
祭出不少高利方案，吸引客戶。據 「央行」23日公布，截
至2月22日止，僅8個營業工作日，島內外匯指定銀行（
DBU）吸收的人民幣存款總餘額已高達70億人民幣。顯
示人民幣存款業務深受台灣民眾喜愛。

「央行」經研處副處長林淑華表示，人民幣業務自2
月6日開辦後，為了搶攻人民幣市場大餅，銀行業者紛紛
推出高利定存專案攬客，其中，第一銀行祭出高利率策略
奏效，一銀高層說，一銀3天取得約11.04億元人民幣存款
，囊括四分之一市佔率，勇奪業界之冠，達到內部預期目
標。另外，也有多家銀行，鎖定3個月、較短期的定存，
推出優惠利率方案，讓人民幣定存戰火持續升溫。

金融業界人士預期，在人民幣存款進入增長期後，預
期島內各家銀行將更重資金運用層面，一銀主管表示，
未來將推動販售人民幣計價商品。

一銀董事長蔡慶年表示，有了目前人民幣存款的基礎
，未來要作人民幣理財業務，相對較不會辛苦，未來會有
一系列的策略出來，2月已有10項理財業務上路，未來會
持續觀察，並繼續推出其他理財商品。

一銀申設大陸村鎮銀行
另據台灣經濟日報引述蔡慶年23日表示，一銀已向大

陸提出在河南省鄭州、開封及許昌附近13縣申設村鎮銀行
。一銀若獲大陸核准設村鎮銀行，將是台資銀行第一家。

他強調，目前已與大陸多家縣政府談合資事宜，很多
縣政府都表達濃厚的興趣。

台8天吸人幣存款70億

【本報訊】連戰率領的台灣各界人士訪問團24
日展開四天的大陸參訪行程。聯合晚報引述大陸官
方消息人士稱，該團由中台辦、北京市台辦等聯合
接待，全程有開道車，保安嚴密。除了和習近平、
胡錦濤會見外，還將參觀中國國家博物館以及北京
航天城兩個 「敏感」機構。

聯合晚報稱，中國國家博物館前身是中國革命
博物館，北京航天城則是太空人訓練基地，兩者都
和大陸軍方有關。北京官員透露，這顯示大陸希望
大幅推動和台灣的文化交流以及航空航天的合作。

【本報訊】據中通社台北二十四日消息：2013年開春
第一場路跑盛事 「日月潭櫻舞飛揚環湖路跑賽」24日在日
月潭登場，多達6000名民眾報名參加，也有50多位分別來
自美、英、加拿大、南非、香港等全球各地選手參加。他
們說，來日月潭路跑，景色優美不在話下，沿途又可欣賞
到如畫般的櫻花群，分享了一場結合賞櫻、遊湖感官的路
跑饗宴。

這場 「日月潭櫻花飛舞環湖路跑賽」由日月潭風景區
管理處與台灣運動休閒推廣協會共同辦理，由於路跑期間
正值日月潭櫻花盛開，讓這場活動別開生面，既結合路跑
賽事又同時參與櫻花祭，有別於一般馬拉松的感受。

活動路線沿路山水環繞、落櫻繽紛，參賽者除了享受
環湖公路優質路跑環境，還可獲得南投縣遊艇公會提供的
遊湖券1張及九族文化村的賞櫻優惠券，飽覽繽紛櫻花之
餘還可以登船遊湖，以不同角度體驗日月潭之美。

連戰將參觀航天城 日月潭6千人路跑

24日下午，連戰偕同夫人連方瑀抵達桃園機場啟
程訪問北京。登機前，連戰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將
近兩年沒有去北京，這次受邀到北京訪問，想藉這個
機會看看各方面的發展，也去拜訪一些老朋友、新朋
友及好朋友。

連戰表示，24日是元宵節，當然也是走春訪舊的
旅程。兩岸自從2005年及2008年兩個關鍵年份開始交
流，到現在也有一段時間，在各個領域的發展是有目
共睹的，但任何事情都一樣，還是有改進及加強的地
方。

連戰說，想藉這個機會與雙方面各界交換意見，
看看過去，展望未來，這次訪問偕同一些好友前往，
他們都是良師益友，主要宗旨是增進彼此交流，非常
單純。

馬英九對於連戰此行訪大陸樂觀其成，樂見兩岸
有更多溝通、更頻繁交流。連戰則強調，此行不為一
黨一私一地一人之利，要求全程接待簡單、務實。

王毅陳雲林晚宴款待
連戰於24日近7時到達北京，國台辦副主任陳元豐

和海協會副會長李炳才在首都機場迎接，經貴賓通道
禮遇通關，隨即驅車前往釣魚台國賓館，接受國台辦
主任王毅、海協會會長陳雲林晚宴。

據連戰所率訪問團發言人郭素春轉述，席間王毅
提到明天農曆正月十六，是連戰祖父連橫冥誕，連戰
聽了很感動。正值中共提倡改作風之際，今天的晚宴
只有7、8樣菜和少量的葡萄酒。

連戰的隨行人員大約晚間9時許到達下榻的威斯汀
大酒店，但連戰則留下來和王毅交談，在大約9時50分
才抵達酒店，他沒有回答守候在現場的媒體提問，僅

表示明天會一起說明。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25日將會見連戰，郭素春24日

上午受訪時說， 「習連會」並未預設主題，實際談話
內容要等會談結束後才會對外發布；連戰方面預計在
「習連會」後回到下榻飯店舉行記者會，由連戰本人

主持。
即將卸任的國家主席胡錦濤26日也將會晤連戰。
據悉，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與全國政協主席賈慶

林亦分別於25日晚和26日晚設宴款待連戰一行。訪問
團人士透露，預定接任賈慶林出任對台工作領導小組
副組長的政治局常委俞正聲及其他涉台人士，都有機
會安排會面。據悉，連戰27日返台前空檔，已安排數
場私人會面。

2008年曾以馬英九副手當選人身份出席博鰲亞洲
論壇，如今暌違五年，蕭萬長預料今年4月將以 「兩
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身份，重返博鰲亞洲
論壇。由於會議中，蕭萬長可望與新任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會晤。 「習蕭會」成為台灣各界關注焦點。

本屆亞洲博鰲論壇將於4月6日在海南舉行，由於
蕭萬長卸任馬英九副手不滿一年，台灣認為，博鰲論
壇舉行 「習蕭會」意義重大、動見觀瞻。

對於即將再度重遊海南，蕭萬長表示，5年前登
陸後，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恢復協商
、兩岸開始 「三通」、開放大陸觀光客訪台，帶動兩
岸氣氛好轉，博鰲論壇相當有意義。

推動兩岸民間企業對話
另外，就在蕭萬長公開證實將應邀出席4月博鰲

亞洲論壇之際，蕭萬長還趕在論壇開幕之前，特別邀

請博鰲論壇副理事長、前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於
27日訪台，並特別安排兩人於3月1日舉行一場島內外
矚目的 「兩岸高峰對話」。

蕭萬長23日指出，他邀請大陸國務院前副總理曾
培炎27日來台，針對兩岸民間正積極籌備中的兩岸企
業家峰會，深入交換意見，盼為未來兩岸企業合作，
建立民間企業對話機制與平台。

蕭萬長指出，近年來，兩岸經貿發展正面臨嚴峻
的考驗和挑戰。一方面，國際經貿環境快速變化帶來
衝擊；另一方面，台灣內部經濟環境也面臨轉型升級
的挑戰。

在此兩岸經貿如何穩健發展與良性互動的關鍵時
刻，他認為兩岸亟需擴大並加強產業合作、加速推動
企業創新、人才合作與資本雙向投資。

蕭萬長強調，兩岸必須深化互利合作機制，拓展
合作領域，擴大合作規模，提升合作層次，他盼望能
順利成立 「兩岸企業家峰會」，為未來兩岸企業合作
建立民間企業對話機制與平台。 「兩岸企業家峰會」
也將會以 「互利合作」置於優先地位予以推動，並主

張擴大市場相互開放。
台媒報道，兩岸企業家峰會，由兩岸企業家共同

支持籌組，目前規劃由大陸國務院前副總理曾培炎、
台方前副領導人蕭萬長兩人擔任共同理事長。

台媒析曾培炎重要任務
另據媒體透露，曾培炎此行訪台雖由蕭萬長辦公

室及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具名邀請，以大陸最高經濟
智庫 「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理事長身份應邀訪台，但
曾培炎本身為現任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為中方首
席代表。

有台媒分析認為，曾培炎此行訪台還有另一重要
任務，就是在博鰲論壇秘書長周文重陪同下，當面與
蕭萬長討論博鰲論壇的議程細節，包括 「習蕭會」的
相關安排。台媒指出，這也是博鰲論壇成立以來，首
次由負責人親自赴台邀請台方代表與會。足見對蕭萬
長此行出席博鰲論壇，以及會議期間舉行 「習蕭會」
的空前重視。

（中通社）

博鰲四月習蕭會受矚目
特稿

連戰率領台灣各界人士訪問團由台灣政黨
、民意代表、工商、農漁、文教、新聞、宗教
等各界人士30餘人組成，體現了廣泛的代表性
。主要成員包括：
●林豐正 國民黨副主席
●蔣孝嚴 國民黨副主席
●鍾榮吉 親民黨榮譽副主席
●郁慕明 新黨主席
●林炳坤 無黨團結聯盟主席
●星雲大師 宗教界
●江丙坤 三三會會長、海基會前董事長
●尹衍樑 潤泰集團總裁
●郭台銘 鴻海集團董事長
●蕭漢俊 高雄縣農會總幹事
●吳清基 台灣教育大學系統總校長
●高育仁 十一世紀基金會董事長
●張榮恭 「中央廣播電台」 董事長
●蔡紹中 旺旺中時媒體集團總經理

（中新網）

訪問團主要成員

【本報訊】據新華社台南二
十四日消息：台灣鹽水蜂炮24日
「牽手」廣西賓陽炮龍，在台南

鹽水為寶島民眾帶來一個 「震撼
力十足」的熱鬧元宵夜。

據蜂炮活動主辦單位鹽水武
廟介紹，元宵夜當地有300多座
炮城在不同時段施放。21時許，
武廟附近廣場上歷時約30分鐘的
焰火表演。隨後，高8.5米、裝
有40多萬支蜂炮的主炮 「天官賜
福」施放。一時間炮聲轟鳴、煙
霧瀰漫，頗為壯觀。戴上頭盔，
繫上圍巾，封好袖口、褲管， 「
全副武裝」的現場民眾，聚集在
炮城四周近距離體驗蜂炮射擊所

帶來的刺激感覺。
接下來的廣西賓陽炮龍表演則讓台灣

同胞再次感到震撼。上百萬頭鞭炮環繞
一條長26米、貼滿11330片金鱗的7節炮龍
不停燃放。8位舞龍者頭戴藤帽身繫腰帶
，吆喝赤膊上陣，絲毫不懼鞭炮轟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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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台灣燈
會於24日揭幕
，主燈 「騰蛟
啟聖」 高20公
尺 中央社

▲一座炮城被點燃後，人們
紛紛衝上前去，讓沖天炮直
接打在身上，體驗刺激

新華社

新竹新竹元宵燈會元宵燈會

▲

台北市鄰近內湖捷運站的福德祠，24日
舉辦有百年歷史的 「夜弄土地公」 儀式。
鞭炮放置在土地公神轎再點燃，信徒深信
鞭炮放得愈多，財運愈旺 中央社

夜弄土地公夜弄土地公

▲ 「日月潭櫻舞飛揚環湖路跑賽」 24日開跑 中央社

▲連戰在24日晚上大約9時50分抵達下榻的威斯
汀大酒店，並向在場傳媒揮手 法新社

▲

這次連
戰訪京，
連戰的公
子連勝文
亦有隨行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