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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十七日消息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十七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三樓金色大廳會見採訪十二屆全國人
大一次會議的記者並回答提問，其中在回
答涉台問題時贏得兩岸積極反響。有來自
台灣的記者大讚李克強 「話很實在，台灣
同胞一定會有感」 。

【本報訊】據中央社金門縣十七日消息︰金門今年迄
今降雨少，各湖庫逐漸乾涸，小麥缺水灌溉影響收成，如
再沒有水源，金沙地區四月中旬可能分區供水。

金門縣金城鎮、金寧鄉自來水源來自地下水，金湖、
金沙鎮則靠湖庫水。縣自來水廠今天表示，今年迄今降雨
量只有二十毫米，較去年同期少很多。

金湖鎮主要水源是太湖水庫，但水質有藻臭味，直到
去年十月底淨水廠加設活性炭後才使用水庫存水，水源較
充裕；金沙鎮水源來自金沙、榮湖水庫，榮湖水庫水源幾
已用完。

縣自來水廠十七日表示，如到月底沒有進水，原由榮
湖水庫淨水廠供應自來水的金沙鎮村里將改由太湖海水淡
化廠供應；金沙水庫可用蓄水只剩下三十多萬噸，四月中
旬沒有進水，就要檢討分區供水。

金門縣現正爭取向大陸廈門買水挹注金門用水，縣自
來水廠表示，大陸或台灣送水也只能打到太湖水庫淨水廠
，因此將加強金沙水庫水源調度，否則六月沒有進水，金
沙鎮的用水將很艱困。

正值小麥抽穗期，沒有雨水灌溉，農戶抽取水塘的蓄
水灌溉，部分農民要求縣府補助抽水機油料費或電費。

高雄同樣 「水緊」
另據中央社高雄十七日消息︰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副

局長林元鵬今天表示，大高雄供水平均日不足約二十萬噸
，為紓解水源問題，節約和增闢水源是重要課題。

大高雄日平均工業和民生需水量是165萬噸，林元鵬說
，有常態性的水源不足問題，所以水資局規劃包括興建高
屏大湖、廢水再利用、闢地下伏流水源和減少自來水的漏
水量等。他說，高屏溪攔河堰啟用以來，今年是十三年來
水流量最低的一年。他說，高屏溪的川流量剩下每秒十三
噸（每日約112萬噸），民生取水約一百萬噸，下游農業用
水取水已顯不足，所以水利署同意自3月22日起，與自來水
公司對大高雄地區採行第一階段（夜間減壓）限水措施。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新華社報道︰第十
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十七日在北京閉幕，台
灣傳媒對此高度關注，其中僅《中央社》自早上
十時到下午八時前，發出的相關稿件已達十九篇
，佔該時段發出的政治稿的四成；《中廣新聞》
截至傍晚發出的相關報道，也多達近十篇；其餘
聯合新聞網、中時電子報、 「中央」廣播電台新
聞網等，都 「鋪天蓋地」即時滾動式大量報道。

連日來，台灣主流媒體對兩會的報道持續升
溫。輿論認為，大陸高層人事平穩交接，宣告實
現 「中國夢」的征程開始邁開腳步，這對於大陸
經濟社會發展和兩岸關係均具有重要意義。

《聯合報》、《工商時報》報道說，新任國
家主席習近平、新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將共同肩

負起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 「和諧的中國夢」
的艱巨任務。大陸新一代領導人具有豐富的中央
和地方工作歷練，思維開放，將更強調用解放思
想來突破改革發展的瓶頸，有利於維護今後大陸
在全球的經濟地位。

《經濟日報》、《工商時報》分析說，在國
內外複雜的經濟形勢下，本屆國務院 「擺出堅強
財經陣容」，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和主要財
經部委負責人多具有財經背景， 「熟稔國內外經
濟情勢」，具有豐富的經濟工作經驗。他們如何
應對挑戰，保持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穩定成長，
備受各界關注。 「中國的轉變，不止中國老百姓
在看，全球都在看。」

金門乾旱下月或制水

報道習李講話 台媒不惜篇幅

【本報訊】台灣《聯合報》十七日報道，台灣海巡署
「強化編裝發展方案」新造的兩千噸級 「新北艦」將於三

月底成軍。據悉，馬英九屆時將親自主持成軍典禮，並搭
艦出海，除了視察海巡特勤隊操演，也將在艦上發表講話
宣示政府「護漁」決心，同時重申 「東海和平倡議」主張。

這也將是馬英九自去年九月七日視察彭佳嶼公開發表
談話後，又一次高調宣示 「保疆護漁」決心。據了解，馬
英九將搭艦出海動線作業規劃由海巡署等單位負責。

報道引述知情官員指出，馬英九非常重視 「新北艦」
成軍象徵的重要意義。二○○八年發生 「聯合號」海釣船
遭日本巡邏艦撞沉後，台灣當局決定撥款二百四十億新台
幣，協助海巡署擴大編制及裝備，增強海巡護漁能力的驗
收。 「新北艦」未來將配付於台灣北方最近釣魚島海域暫
定執法線上服勤。

官員轉述，馬英九最近在相關場合發表談話時曾提及
，目前海巡署共有一百六十二艘二十噸以上的船艦，在他
卸任之前還會再增加二十艘，海巡護漁能力將可大幅增強
， 「漁民在哪裡，海巡署就在哪裡」。

在台灣《聯合報》供職的資深記者賴錦宏，是17
日向李克強提問的記者之一。他認為，台灣同胞非常
想了解大陸新一屆政府在兩岸關係方面的規劃，在這
一點上，李克強 「講得很清楚了」。

情感自然流露
賴錦宏續評價說， 「履行上屆政府所作承諾、尋

求合作的新的推動支點、在推動大陸發展中更多地考
慮台胞福祉和利益、願與台灣共享發展機遇，他（李克
強）的話會讓台灣民眾和台商們看到光明的前景。」

「談到兩岸維護、建設共同家園，李總理用了 『
花好總有月圓時』，講得很棒，情感自然流露。」賴
錦宏說，《聯合報》及其網站將在顯要位置登載李克
強涉台答問的報道， 「他對台灣同胞的問候和祝福很
快會傳達到全台灣」。

來大陸投資已有二十年的上海台商葉惠德，對李
克強提到的 「新的推動支點」和 「共享發展的機遇」
感觸尤深。

「李總理的話讓我更加相信兩岸深化交流合作的
大趨勢是不可逆轉的。」身為全國台企聯常務副會長
的葉惠德說，李克強提出要 「充分利用好當前的機遇
，而且使未來的機遇不斷擴大」，並且表態將更加注
重台胞的利益，這對台商而言是「很大的利好消息」。

直白淺顯極具親和力
他認為，無論是台商開拓大陸市場、實現轉型升

級，還是大陸企業赴台投資，都有巨大的 「發力空間
」， 「我們要把握住共同的機會。」

「總理的這番話是深入人心的，台灣同胞應該是
能夠體認的。中國百年來最強大的時候，兩岸中國人
要團結起來，像總理說的那樣，共享發展機遇，一道
維護好、建設好共同的家園。」福建省漳州市台商協
會榮譽會長何希灝說。

全國政協委員、台盟中央常委駱沙鳴說，李克強
的涉台答問直白淺顯，用了台胞容易理解的語言，極
具親和力，相信會引起台灣民眾的共鳴和認同。他認
為，李克強的論述既強調新一屆政府在對台工作上的
延續性，也展現了面向未來的開拓思維。 「我們有信
心，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鞏固與深化將開闢出交流合
作的新空間，更多地造福兩岸人民，讓兩岸同胞更好
地共享中國人的尊嚴與榮光。」

渴盼兩岸和平發展
「我們村幾年前就和台灣彰化埔鹽鄉埔南村開展

交流，彼此都實實在在感受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
氣象。總理的話讓我很受鼓舞，回去後要帶領鄉親更
好地和台灣同胞往來互助。」全國人大代表、福建省
南安市梅山鎮蓉中村黨委書記李振生說。

上海台灣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倪永傑說， 「打斷骨
頭還連筋」、 「沒有解不開的結」、 「花好總有月
圓時」，李克強的涉台答問充滿溫情，重申了兩岸同
屬一個中國，表達了對繼續推動、不斷擴大兩岸交流
合作的深切期望。

他表示，相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將進一步邁向制
度化、優質化、全面化，兩岸交流合作將深入社會方
方面面，更加注重惠利兩岸同胞尤其是台灣同胞的實
效。

【本報訊】據中央社金門十七日消息︰去年開始招生
的銘傳大學金門分部，今天首次慶祝校慶，縣長李沃士表
示，金酒公司廈門分公司騰出空間，供縣內大學招生
使用。

金門有金門大學、銘傳大學金門分部，樹德科技大學
也已申請在金門成立分部，教育部審查委員會已勘查校地
。三所大學都爭取大陸學生就讀。其中金大現有日間部學
生近3000人，其中25人是大陸學生；銘傳分部9名大陸學生
及5名台灣學生、10名學分班學生。

李沃士十七日在銘傳大學金門分部慶祝56周年校慶典禮
中，感謝銘傳分部在金沙鎮成立、帶動金沙鎮發展，縣府
也積極規劃周邊成大學城，以帶動金門的學習文風，也帶
動金沙鎮經濟。李沃士期許銘傳大學金門分部持續不斷擴
充，並希望銘傳、金大與將來的樹德科大整合一起，金酒
公司廈門分公司騰出部分空間，供3校招收大陸學生使用。
他也指示縣府教育處，研議華僑子弟返回金門就讀大學的
適當獎勵措施，以回饋華僑捐款協助金門大學。

大陸對台三個不變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十七日消息︰國務院
台辦官方網站十七日發布消息：中央決定，張志軍
任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
室主任。張志軍原任外交部黨委書記、負責常務工
作的副部長。

此前，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於十六日舉行
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提名，
任命原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王毅為外交
部長。

王毅遺憾沒能訪台灣
另據中央社北京十七日消息︰王毅十七日晚上

會見台灣媒體時表示，在國台辦主任任內，略有遺
憾的是沒能到台灣訪問。他表示，自己身為國台辦
主任， 「當然應該到台灣走一走、看一看」，直接
地面對面了解台灣老百姓的訴求，了解第一手問題
。況且，近5年來大陸已有1500多個省部級訪問團訪
台， 「按道理我去也可以」。他指出，但像中共中
央台辦主任這樣的身份到台灣， 「儘管人不多了，
但還有一部分台灣老百姓沒有想通，那我就不要做
勉為其難的事（訪問台灣）」。

王毅說，國台辦主任訪台時機 「大體成熟」，

希望下任主任能 「盡快到台灣去」，相信大家會像
朋友一樣接待他、歡迎他。

王毅表示，在他任內，也結識一些立場觀點和
大陸很不一樣、分歧，甚至很突出的台灣朋友。但
只要願意交流， 「我們都可成為朋友」，坐下來平
心靜氣溝通，盡可能尋找對方觀點中的合理成分。

王毅指出，兩岸攜手來振興中華，才能實現完
全意象的民族復興， 「如果說我有什麼夢的話，這
就是我的兩岸夢，我相信一定會有圓夢的那一天。」

他說，離開國台辦，不管到什麼地方工作，對
台灣民眾都會多一分掛念、理解、責任，且會對兩
岸關係進一步發展、民族復興及台灣民眾福祉， 「
盡可能發揮我應有的作用」。

藍：陸對台工作持續有序
另一方面，中央社引述國民黨大陸事務部主任

高輝表示，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基本底
定，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擔任組長，全國政協主席俞
正聲為副組長，秘書長可望由國務委員楊潔篪擔任
。他認為，習近平、俞正聲過去在地方工作時都接
觸過涉台事務，楊潔篪對台灣也不陌生，顯見對台
工作有序且持續進行。

1953年2月生，江蘇省人，
大學畢業。十八屆中共中央委員

。1975年-1988年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七局幹部、副
處長；1988年-1991年任中聯部美大北歐局處長；1991
年-1994年任駐英國使館一秘；1994年-1996年任中聯
部美大北歐局副局長；1996年-1997年掛職任山東省淄
博市委副書記；1997年-1998年任中聯部研究室主任；
1998年-2000年任中聯部美大北歐局局長；2000年任中
聯部副秘書長兼美大北歐局局長；2000年-2009年任中
聯部副部長；2009年-2013年任外交部副部長。

【本報訊】據中新社台北十七日消息：新任國
家主席習近平、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十七日在北京分
別談到兩岸關係，台灣三位專家、學者接受中新社
記者採訪，就此作出解讀。

增同化異 互利雙贏
國民黨前副秘書長張榮恭從四方面解讀習李講

話：
─大陸方面以一個中國作為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的基礎，而台灣方面自己的法律和規定也是實行
「一個中國」，在此基礎上，雙方可以先求同存異

，再謀增同化異。
─近五年來的事實證明，改善及發展兩岸關

係符合雙方共同利益，也有助東亞的區域穩定，在
大陸新一屆政府組成後，這一方向必將延續。

─提升民眾福祉，無疑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的主要動力，民意才會認同雙方的有關政策。李克
強所說要找尋兩岸合作的新支點，顯示了對於追求
兩岸互利雙贏的積極性。

─大陸方面還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中華民
族的未來作了結合。

和平發展振興中華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

張亞中認為，習、李的最新涉台講話，透露出 「三
個不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路徑不變；大陸相
關對台政策原則不變；兩岸和平發展，是為了中華
民族振興的這一目標不變。

張亞中還提出，兩岸應在動態的統合中推動民
族振興。當前，除了深化兩岸經貿合作及各項交流
，需要認真思考和平發展期的兩岸政治定位及政治
互動關係，學術界可以集思廣益，提出合乎和平發
展、一個中國、民族振興的各種建設性方案。

台灣空中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李允杰表示，習
近平、李克強的相關講話，可視為大陸新領導人對
台釋出善意，釋出續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信號。
溫情、柔性的表述，訴諸同胞、手足之情，有助於
爭取更多台灣民眾的好感。

張志軍簡歷

馬將高調宣示保疆護漁

金門縣府助大學招陸生

▲包括《聯合報》在內的多家台灣媒體及相關網站，17日均在顯要位置登載李克強涉台答問的
報道。圖為聯合新聞網的相關報道

▲金門今年迄今降雨量小，各湖庫逐漸乾涸，小麥缺水
灌溉影響收成，如再沒有水源，金沙地區四月中旬可能
分區供水 中央社

▲ 「新北艦」 定於三月底成軍，馬英九屆時將主持成軍
典禮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