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全國兩會先後於3日和5日順利開幕，來自海峽西岸福建省的政協委員
和人大代表紛紛亮相京城。記者隨團赴京採訪發現：本屆全國兩會上， 「生態」 、
「海洋」 、 「對台」 成為各界關注福建的關鍵詞。 本報記者 史兵北京報道

全國兩會上的福建關鍵詞全國兩會上的福建關鍵詞

福建素有 「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稱。而在過去，這
個說法的註解往往是負面的。如：崇山峻嶺、交通不便
、荒蠻之地、缺糧少吃和經濟欠發達等等。如今，福建
的大片荒山披上了綠裝，優美的生態環境已轉化成為福
建後發先至的巨大優勢，成為福建可持續發展的最寶貴
資源。

習近平在閩首倡建設生態省
新當選福建省政協主席的全國政協委員張昌平聯合

多名委員向大會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議國務院研究出台
支持福建深入實施生態省戰略的政策意見，在國土空間
開發布局、能源資源節約、生態環境保護、生態文明制
度建設等方面加大指導和支持力度，把福建省建設成為
全國生態文明的示範區。

張昌平等委員在提案中指出，福建高度重視生態建
設。早在2000年，時任福建省長的習近平就提出了建

設生態省的構想；2002年，福建省被國家列為生態省
建設試點；2004年，《福建生態省建設總體規劃綱要
》正式出台；2010年，福建省人大常委會頒布《關於
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決定》；2011年，福建省第九次
黨代會提出 「建設更加優美更加和諧更加幸福的福建」
，實施《福建生態省建設 「十二五」規劃》。福建始終
堅持把生態省建設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載體，大力
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有效開展水土流
失治理工作。在全省GDP保持年均增長12.6%的同時，
森林覆蓋率持續保持全國第一，成為全國唯一保持水、
大氣、生態環境均為優的省份。

籲江陰港大開發列國家戰略
福建是海洋大省，海域面積13.6萬平方公里，比陸

域面積大12.4%；福建有大陸海岸線3752公里，長度列
全國第二位，但深水岸線311公里，居全國之首。因此
，發展海洋經濟具有得天獨厚的戰略區位和資源優勢，
在推進實施國家海洋發展戰略、建設海洋強國中肩負重

要歷史使命。去年11月，國務院批准了
《福建海峽藍色經濟試驗區發
展規劃》，為福建省加快推進
海西發展戰略增添了一個新的
重要引擎。

來自福清市溪頭村的村委
會主任林和星，是新當選的全
國人大代表。首次參加全國人
代會，他就提出了一個題為《

關於福建江陰港大開發上升為國家戰略的建議》。他在
建議中提出：位於福清市的江陰港是世界上少有的深水
良港，加快江陰港的開發建設，對於促進海峽兩岸經濟
深度融合、推進中國由海洋大國向海洋強國發展乃至捍
衛國家南海安全，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林和星在建議中指出：1992年，福清籍印尼華僑
林文鏡率先發現並倡議推動在福清江陰半島建設世界級
大港，並在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的主持下，開始勘
測、規劃。2000年，時任福建省長習近平出席了中外
合作建設江陰港簽約儀式，並在他全力支持下於當年動
工建設。經過十多年的持續推進，目前江陰港開發建設
已初具規模，形成了良好的發展態勢。

據該建議透露：目前，中國與印尼有關方面正洽商
在江陰港構建 「中國─印尼經濟合作區」事宜，印尼方
面希望以其豐富的礦藏資源換取中國的高鐵設備與技術
。而在江陰港布局大型鋼鐵及高鐵軌道、機車製造企業
，便於利用江陰港大進大出，降低生產與產品運輸成本
，既解決了印尼基礎設施建設資金、技術缺乏之困，又
補充了中國礦產資源之缺，達到互利共贏的目的。而兩
國在江陰港共建經濟合作區，不但可以造福於這兩個共
同懷抱南海的大國，而且對於地區穩定、世界和平發展
和維護中國南海核心利益等，都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因此，只有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予以重視，江陰港大
開發才可能實現。

閩台金融合作空間很大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銀行副董事長、行長李禮輝，

是從福建走出的金融界名人，本屆全國人代會作為福建
代表團的成員。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海西建設搭起
了兩岸合作的大平台，這在台灣各界也基本達成了共識
，台灣的經濟發展必須與大陸更加緊密地連結在一起。
而福建是兩岸交流與台灣企業拓展大陸市場重要的橋頭
堡，這是福建的機遇與優勢，在兩岸金融合作大局中，
福建有很大的作為空間。

李禮輝說：目前，中國銀行已成為首家在台灣設立
經營性分支機構的大陸商業銀行；日前更被授權為台灣
地區人民幣業務清算行，向參加行辦理人民幣業務提供
清算及結算服務。兩岸貨幣清算機制的建立，為兩岸金
融合作打開了一扇門，而 「這扇門開了就關不住了，未
來的合作肯定會更多也更深入，市場也會更加開放」。

他說，廈門有地緣近、血緣親等獨特優勢，再加上
廈門在人才及金融基礎方面的條件，廈門建設 「兩岸區
域性金融服務中心」是可能
的。但他同時表示，廈門所
能提供的金融服務，北京、
上海、昆山也都能做，這就
要求廈門的金融機構在提供
產品服務方面，要更有效率
，更適合台資企業與大陸企
業的需要。

他表示： 「中國銀行願
意投入更多的資源，支持兩
岸特別是閩台之間的金融合
作。」

生態‧海洋‧對台生態‧海洋‧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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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全國人代會出席全國人代會
的福建代表團代表的福建代表團代表
在審議政府工作報在審議政府工作報
告告 史兵攝史兵攝

▶▶福建省長蘇樹林福建省長蘇樹林
在福建代表團全體在福建代表團全體
會上發言會上發言 史兵攝史兵攝

▼▼帶基層百姓的重託帶基層百姓的重託，，人大代表們踴躍提交議案或人大代表們踴躍提交議案或
建議建議。。圖中右一為福清溪頭村委會主任林和星向大會圖中右一為福清溪頭村委會主任林和星向大會
提交建議提交建議 史兵攝史兵攝

▲▲位於福清的江陰大港位於福清的江陰大港
，，正在成為中國對外經正在成為中國對外經
貿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貿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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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一次會議昨天
在人民大會堂隆
重開幕，國務院
總理溫家寶在其

任內最後一次工作報告中強調，自第十一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以來的五
年，是我國發展進程中極不平凡的五年。
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
、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取得重大進展
，譜寫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篇章。
在兩岸關係部分，溫家寶指出，推動兩岸
關係實現重大轉折，兩岸 「三通」全面實
現，簽署實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ECFA），形成兩岸全方位交往格局，開創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可見，這五年
也是兩岸關係發展極不平凡的五年，是
對台工作最顯著、兩岸關係發展迅速的
時期。

2008年5月國民黨重新在台灣執政後，
兩岸雙方確立反對 「台獨」、堅持 「九二
共識」的共同政治立場，使大陸海協會和
台灣海基會得以恢復協商，並相繼簽署包
括ECFA在內的18項協議，解決了諸多關係
兩岸同胞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尤其是實
現了兩岸同胞翹首期盼30年之久的兩岸全
面、直接、雙向 「三通」，為兩岸人員往
來和貿易投資創造了空前便捷有利的條件
。去年兩岸貿易額已突破1600億美元。大
陸遊客更成為台灣旅遊業第一大客源。此
外，兩岸各界大交流蓬勃發展，主要面向
兩岸基層民眾的海峽論壇以及聚焦兩岸企
業家的紫金山峰會相繼創辦，為拓展兩岸
民間交流和企業合作搭建了新的平台。

五年來兩岸關係之融洽和睦，台海局
勢之穩定和平，兩岸交流之熱絡密切，是
海峽兩岸過去60多年來前所未有的欣榮景

象。這固然是兩岸同胞共同努力的結果，但主要還是
以國家主席胡錦濤為首的核心領導層從全局和戰略高
度把握台海局勢，務實、及時、靈活地作出一系列重
大決策部署，推動兩岸關係取得重大進展和突破。這
對於新一屆國家領導層既是鼓勵和鞭策，又是壓力和
挑戰。

未來兩岸關係仍以和平發展為主旋律，加強兩岸
經合仍是兩岸雙方最重要的任務，包括推動ECFA後續
協商，促進陸資入島，加強兩岸產業合作、創造民族
品牌，促進兩岸金融交流等。文教交流方面，兩岸正
朝簽署文化協議的方向邁進，致力共同發揚中華文化
。隨兩岸關係進入鞏固深化的新階段，兩岸協商也
逐步進入 「深水區」，雖然商談政治議題的時機未成
熟，但兩岸雙方應積極創造各種條件，積累互信和共
識。這幾年兩岸智庫已就相關議題進行探討，就是
一個很好的開始。此外，大陸海協會和台灣海基會
正就互設辦事處事宜密鑼緊鼓地接觸和商談。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兩岸雙方應緊
緊把握目前兩岸關係發展的良好態勢，繼續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共圓中國夢。

瀾瀾觀觀
隔海

台打造優質陸客團
整頓旅業亂象 嚴訂審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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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有媒體譏諷赴台觀光的陸客團 「起得比雞早、跑得比馬快、
吃得比豬差」 。為了提升陸客團在台旅遊品質，台灣觀光局訂出陸客
來台申請上限及優質陸客團評比指標，讓優質團取得優先入台資格。

【本報訊】據《聯合報》五日報道，
陸客赴遊為台島帶來龐大商機，但也讓島
內的接待能力不勝負荷。在旺季時，阿里
山、日月潭等景點幾乎塞爆，不僅上廁所
大排長龍，連排隊拍照都常因人數過多，
發生口角。

觀光局過去查到的陸客團違規行為，
包括陸客抵達機場，才發現旅行社沒有派
車、沒有派導遊，或派超齡遊覽車、住非
法旅館。還有非法導遊與不肖商家相互勾
結，販售自費行程；曾經有旅行社販售墾
丁搭潛水艇的自費行程，謊稱新台幣200
元的票價為200元人民幣，漲了近5倍。

台灣觀光局訂定的陸客優質團審查要
點，包括餐飲、住宿、交通、購物、行程
五大項，如每日行程不超過12小時，遊覽
車每天不得開行超過250公里，每人每日
午餐及晚餐費用需超過500元新台幣等。

針對過去為人詬病的低價團、利用購
物佣金貼補團費等亂象，此次優質團審查
要點也訂出明確規範。觀光局指出，優質
團全程不得指定購物商店，或購物商店不
能超過總夜數，如8天7夜環島行程的購物
點不得超過7個，其中珠寶、玉石、精品
等高單價類別最多兩站。

優質團優先獲入台資格
觀光局統計，去年全年陸客來台總數

達258萬人次，其中團客突破178萬人次，
較前年大幅成長46%，平均每日來台陸客
達4871人，超過每天4000人申請上限。

觀光局業務組組長楊永盛表示，今年
4月中旬將先試辦優質團審核，5月起正式
上路，優質團可取得優先入台資格，如果
接待的旅行社蓄意調降優質行程團體接待
品質，一年內將不得再申請優質行程審查。

【本報訊】據中通社五日報道︰釣魚島海域漁汛
期即將展開，但台日漁業會談遲遲沒有進展；台灣外
事部門人員5日表示，台方已再三向日方重申要尊重
台灣漁民的捕魚權，尤其是在 「暫定執法線」內，不
得干預台方的捕魚活動。

台灣 「外交部」亞太司副司長蘇啟誠5日表示，
台日第十七次漁業會談第二次預備會議的時間及地點
都還在協商階段，但近期內在東京舉行的可能性較高
。蘇啟誠指出，希望能在召開正式會談之前先達成具
體共識，因此需要預備會議縮短雙方的距離，不過，
目前無法設定預備會議的召開次數。

春天到來，釣魚島海域東北季風將逐漸減弱，這
段期間也是台灣漁民赴當地傳統漁場作業的黃金時期
。但如果汛期前台日漁業會談沒有達成協議，難以預
料會不會引發漁業糾紛，成為引發東海危機的導火
線。

釣島漁汛期將至
台日料再掀紛爭

【本報訊】據中評社五日消息︰台灣啟動募兵制
，國民黨立委林郁方5日在 「立法院」質詢指出，東
沙群島和太平島總共要招募64位士官兵，但至今只有
1人報到。他擔心未來沒人願意到此服役，狀況令人
堪憂。海巡署署長王進旺表示，未來會提高福利待遇
，若還是招募不到人，會請 「國防部」加派人員。

林郁方質詢時拿出一份資料表示，東沙群島和太
平島士官招募，報到率非常低，該怎麼解決？王進旺
表示，他們研擬調整特定地區服役待遇，提高報考誘
因、調整輪調，未來義務役若結束，改採用募兵制會
出現這樣的招募問題，因此會再放寬報考資格，可能
也會請 「國防部」加派人員幫忙。林郁方表示，目前
就有這樣狀況，倘若未來全面實施募兵制，沒人要去
太平島和東沙當兵，那會很麻煩，加上 「國防部」人
員也精簡，還能支援嗎？ 「國防部長」高華柱說，將
針對遠距離地區募兵提高福利，增加誘因。

募兵制遇難題
無人願守東沙

台北陽明山百花繽紛，春節起已吸引超過60萬人次上山賞花，陽明山花
季也將延長到17日；近日吉野櫻進入盛開期，賞花民眾絡繹不絕。 中央社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南五日消息︰台南地方法
院5日開庭審理唐守義違反槍炮案件。唐守義對檢方
起訴他非法製槍彈認罪，仍否認自己涉及 「319槍擊
案」。被指為 「319案」槍彈來源的唐守義，於2005
年被台南地檢署依違反槍炮罪起訴，但在法院審理期
間棄保潛逃大陸，唐守義直到今年1月才由大陸警方
逮捕並遣返給台灣。

檢警偵辦 「319案」，雖認定槍手是陳義雄（已
歿），並在查獲唐守義製槍集團後，以查扣到的非法
槍彈與 「319案」現場的彈頭做比對，確認 「319案」
的彈頭與唐守義所製的槍彈相符，因而認定陳義雄的
槍彈來源是唐守義所製，但 「319案」的兇槍至今沒
有尋獲。台南地院表示，唐守義的認罪及自白，不能
作為定罪唯一依據，除槍彈等情節外，唐守義透過公
設辯護人稱檢方承諾讓他適用證人保護法減刑的部分
，也會開庭釐清。

唐守義承認製槍
否認涉及319案

櫻花爛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