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
岸
關
係
未
來
發
展
值
得
期
待

朱
穗
怡

中國一年一
度 的 政 治 盛 事
─兩會於上周
圓滿閉幕。習近
平當選國家主席
，李克強擔任國
務院總理。 「習

李體制」正式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引
領全國各族人民開啟發展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的新航程，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中國夢」的
壯麗目標出發。這項偉大工程離不開全
體中華兒女的共同努力，海峽對岸的台
灣同胞當然不能缺席。正如習近平日前
在人大會議上說： 「廣大台灣同胞和大
陸同胞要攜起手來，支持、維護、推動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增進兩岸同胞福祉
，共同開創中華民族新的前程。」這不
僅蘊含了大陸新一屆領導人對兩岸關係
發展的美好祝福，也把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提升到中華民族復興的新高度。

回顧過去10年尤其最近5年，是大陸
對台工作成果最顯著、兩岸關係發展最
迅速的時期，充分證明中共對台工作的
大政方針和決策部署是正確的，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的道路不可逆轉。未來兩岸
關係發展能否更上一層樓，兩岸各界無
不高度關注。

習近平上月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
戰時指出， 「我們有充分信心繼續堅定
不移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有充分信
心克服各種困難開闢兩岸關係新前景，
有充分信心同台灣同胞攜手迎接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三個 「有充分信心」讓
各界對兩岸關係未來發展充滿了期待。
這信心來自習近平對涉台事務的熟悉和
了解；來自大陸多年來對台工作的成功
經驗；來自島內 「求和平、謀發展、拚
經濟」的主流民意，使維護兩岸關係和
平、抵制 「台獨」分裂行徑，已經成為
大多數台灣同胞的自覺行動；來自大陸
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的巨大進步
，奠定了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實現祖國
和平統一的雄厚基礎。

不可否認，兩岸關係未來發展依然
存在不少挑戰和難題。兩岸經貿交流雖然熱絡，但台
灣方面對陸資入島仍存戒心，諸多限制；兩岸新聞交
流滯後，雙方新聞媒體互設常設機構的問題亟待解決
；大陸方面提出，兩岸可在適當時候，就軍事問題進
行接觸和交流，探討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但
台當局迄今仍是顧慮重重；大陸方面多次表示願與堅
持 「一個中國」的台灣各界人士交流，但民進黨至今
死抱 「台獨」黨綱，使民共兩黨無法展開對話。

然而，正如李克強所說 「打斷骨頭還連筋，
同胞之間、手足之情，沒有解不開的結」。只
要兩岸同胞齊心協力，以民族復興的大局為
重，任何難題都有獲得解決的一天。

瀾瀾觀觀
隔海張志軍盼與台胞交朋友

保釣船出航 探聽日艦動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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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新任主任張志軍表示，全面貫徹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重要
思想，竭誠歡迎大家積極關心、支持對台工作和祖國統一大業。

【本報訊】綜合中新社及台灣媒體十八日報道︰
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網站17日刊登張志軍的 「
主任致辭」。

群策群力推動統一
張志軍表示， 「堅持中央對台工作大政方針，全

面貫徹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重要思想，鞏固深化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礎，實現祖
國和平統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我們共同的奮鬥
目標」。

張志軍表示，作為新任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
辦主任，竭誠歡迎大家積極關心、支持對台工作和祖
國統一大業，並對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的工作
多提意見建議。

國台辦17日與台灣媒體舉行餐敘，出席宴會的國
台辦副主任葉克冬透露，張志軍可望出席本月22日在
福建平潭舉行的兩岸關係論壇。葉克冬並代張志軍向
現場台灣媒體表示， 「希望在不久能與台灣朋友見面

」。
對張志軍能否訪台，台灣陸委會表示，在適當時

機、身份與相關條件充分情況下，歡迎主管兩岸事務
的負責人互訪。

謙和務實擅長溝通
據報道，熟悉張志軍的消息人士表示，張志軍屬

務實型官員，為人謙和、能力強；曾與他打交道的人
士給他的評價是， 「穩健能幹又不失親和力」。張志
軍是江蘇人，1953年出生，1971年考入北京大學，後
赴英國留學。歷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美大北歐局（
美洲、大洋洲、北歐）局長；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
秘書長；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中國外交部副
部長；中國外交部黨委書記；山東省淄博市委副書記。

有大陸媒體形容張志軍身材瘦高、文質彬彬，很
有 「南方才子」的氣質；曾與張志軍打交道的人士表
示，張志軍沒有官架子，是精明幹練的務實型官員。

張志軍很注重與媒體的溝通與交流，他在擔任中
共外交部副部長期間，除專門與外國媒體舉行座談會
外，每年外交部與外國記者的新年聯歡會都會出席，
了解外國記者的想法，與記者們相談甚歡。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十八日消息︰大陸兩
會閉幕後，大陸省級訪問團又將展開訪台活動，據
悉4月就有兩個團將赴台訪問，但由於大陸訪團嚴格
執行中共中央禁奢、改作風要求，台灣五星級飯店
的生意恐會受到衝擊。

省級訪問團料下月赴台
據知情人士透露，大陸今年及兩會後首個省級

訪問團最快將在4月赴台訪問，且4月預計將有廣西
等2個省級團來台，而新任的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黨

委書記彭清華也可能率團來台。
相關人士表示，由於這些大陸省級團來台行程

都在安排中，尚未向有關部門提出赴台申請，包括
率團是哪層級的領導人、出團人數和時程等，都尚
未定案，必須在提出申請且台灣相關單位核准後才
能定案。

不過，根據安排省級訪問團來台的大陸官員透
露，中共中央已下令 「改作風」、禁止奢侈浪費，
同時要幹實事、 「務實不務虛」，今後到台灣訪問
，即使帶團的是省委書記等省級 「一把手」，都會

避開豪華的五星級飯店，也不辦無實質效益的排場
和盛大的宴請、活動，或是簽署無法落實的協議。

此外，大陸兩會後，中共對台政策仍將延續，
持續在南台灣 「加強工作」，因此兩會後來台的省
級團，也將一改過去把重要活動放在台北的先例，
把訪問團最重要的活動放在南台灣城市。

因此，參與安排的旅遊業者表示，大陸 「改作
風」後，受最大衝擊可能將是台灣的五星級飯店，
尤其是北部主要接待大陸官方團的五星級飯店，包
括訂房、用餐、座談會和活動的場地等，都會遭受
一定衝擊。但也有飯店業者說，飯店不會光靠陸客
和大陸官方團生存，這些年各國來台觀光客不斷成
長，即使大陸官方團不來，對飯店業務也不會有
太大衝擊。

大陸省級團訪台禁奢

台胞西進打拚 編織大陸夢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八日報道︰一位在大陸學習

、工作過的台北人青檸檬，17日在台灣《旺報》發文談
台灣人的 「大陸夢」。作者感嘆道，過去所謂的 「美國
夢」隨大陸的崛起，漸漸變成了 「大陸夢」，不管是
幾歲來這裡闖蕩都不重要，重點是不後悔、能踏實編織
自己的夢想才是最重要的。文章摘編如下：

我曾在大陸念書，又因工作職務關係，很幸運能認
識在大陸打拚、不同年齡層的台灣人，某天與友人在上
海陸家嘴吃晚餐，赫然發現餐桌上分別坐80後、70後
，甚至是60後的人，儘管年紀不同，但同樣是漂洋過海
，帶「大陸夢」來到這裡。

大陸機會多有助歷練
80後的那位是我的高中同學，他一畢業就來大陸的

外資公司工作，薪水其實與台灣相差不大，只是他看中
的是這邊的機會，以及更寬廣的視野， 「我設定5年後
要去念MBA，我相信來這邊試水溫後能成為打不死的小
強！」從他眼中，我看見無比的自信。因為工作關係，
他常常在大江南北到處跑，在他身上看不到所謂的 「草
莓族」特質；相反的，我認為他有80後那種敢闖、敢
表現、敢豁出去的性格。

70後的那位是我的學長，曾在台灣的外資企業工作
，如今也選擇到上海打拚。 「在台灣的外資有能力的做
個3、4年就跳至別的公司，薪水能翻2倍以上，但若僅
只是庸庸碌碌生活，勢必會被後浪沖至灘頭無法生存
」。他帶在台灣勵煉出來的豐富經驗，而且面試時勇
於表現自己，因此他除了爭取到令人羨慕的薪資外，還
有諸多津貼補助，如住房、餐飲、交通等。他說， 「上
海這邊市場大、相對機會也更多。」

60後的那位是我學長的新同事，相對於我們在大陸
已經闖蕩了幾年，在這方面他算是資歷最淺的， 「其實
我從台灣提辭呈的時候，我老闆、同事都快掉下下巴了
，因為我在台灣公司已待了快20年，看似最穩的反而突
然就離開了。」他看出了我們的訝異與疑惑，便繼續說
： 「其實沒什麼特別的原因，我想來大陸看看，總不能
一生中都不冒險就如此過吧！」吃完飯後，不同年紀的
我們一同徒步至濱江大道眺望對岸的外灘，聽「夜上
海，夜上海，你是個不夜城……」，卡帶錄製時間久遠
已有些模糊，搭配周璇慵懶的唱腔，撫慰游子們。

【本報訊】據中評社十八日報道︰台灣中華保
釣協會17日晚間再度秘密出海，赴釣魚島海域探勘
路線，由於此行全程保密，預計18日晚將回宜蘭某
漁港，共商後續保釣行動。此外，因前次出海保釣
時，保釣船 「全家福號」不但遭日艦沖毀，回台後
又遭扣照3個月處分，保釣團體因此決定，將於22日
赴 「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抗議馬政府屈從美日壓
力。

保釣協會發言人連石磊表示，今年元月25日迎
大甲媽祖出海保釣的船隻 「全家福號」，在收到船
隻扣照3個月、船員扣證1個月後，已於2月25日向 「
行政院」提出訴願，迄今尚未答覆。但是，漁業署
仍責成新北市政府漁業處，發出從今年3月5日到6月
4日不准出海的處分書。以每天出海新台幣3萬元計
算，作業損失達270萬元，加上遭日艦噴水沖毀修復
500萬元修理費，損失將超過770萬元。

連石磊表示，據報處分 「全家福號」是馬政府

為了日前才落幕的台日漁權談判預備性磋商，要給
美、日一個交代，才會 「殺雞儆猴」，讓保釣人士
出不了海。為此，除了向國民黨立委林郁方等人陳
情，要求漁業署給個說法，同時請「行政院」盡快做
出訴願決定外，保釣團體也將在這個星期五到漁業
署抗議，如果沒給個交代，不排除就地埋鍋造飯。

另一方面，保鈞協會秘書長黃定為透露，保釣
行動並不因為 「全家福號」遭扣而停止，4名保釣生
力軍，已經在17日晚悄悄從宜蘭某漁港出海，了解
日本海上保安廳在釣魚島海域的動靜。

黃定為表示，原本16日晚出發，不料海巡署接
獲消息，在東北角幾個漁港嚴密監控，為避免泄密
，只好推遲一晚。黃定為強調，去年9月蘇澳漁會 「
萬船齊發」保釣，迄今沒人沒船受到處分，反而到
台當局接受表揚，但今年1月他們出海捕魚保釣，而
且每人都還依法持有船員證，反而要受罰，根本是 「
打小孩給外人看」，因此這星期將規劃抗議行動。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台灣媒體十八日
報道︰ 「回不去了啦！」目前在花旗銀行香
港分行工作的台灣居民Stanley坦言，台、港
金融業薪資差距達2至3倍，加上有北望神州
的龐大新興市場，他坦言 「不可能回頭」，
透露身邊有不少在香港金融圈子任職的台灣
金融精英也與他有同樣的計劃，準備在香
港工作滿七年並取得香港居民身份後，就北
闖上海進軍更大市場。

台積電、鴻海早前在台灣大學校園進行
大規模招聘活動，喊出博士生月薪最低6萬
元（新台幣，下同）起跳的條件，希望延攬
優秀適合的人才。對於已在香港金融圈闖出
名堂的Stanley說，台港金融業薪資差距不到
四倍，但二、三倍絕對有。

今年35歲的Stanley台大畢業、之後到美
國念企管研究所，畢業後曾在台灣公營銀行

工作。2008年金融海嘯後，在研究所同學引
薦下，到香港工作，開啟他的新人生。

「在這裡（香港），沒有年薪千萬元都稱
不上是高薪！」Stanley說，香港是金融重鎮
，需要從全球募集資金，因此位於香港中環
的全球性大型投資機構，會從各地挖角當地
人才到香港，粗估任職中環金融圈的台灣人
超過千人， 「會離鄉背井，說穿了是為了高
薪」。

以港為跳板轉戰大陸
被問及是否會回台灣？他 「呵呵」兩聲

，直言難度很高，如果真有機會回台灣，大
概就是在海外賺夠退休金，回台灣去養老。
他個人計劃是再於香港工作二、三年，拿到
香港居民身份後，到大陸去工作，「那裡會
是下一個戰場」。

薪資多三倍 精英棄台赴港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八日報道︰前台灣 「國防部長」
蔡明憲17日出書爆料，指台軍早年已在進行中程飛彈的研發
，18日再有媒體報道稱，台軍正研發射程超過1000公里的中
程飛彈，將於2014年批量生產並部署於中部山區；對此，台
灣 「國防部」18日發布新聞稿，強調相關報道內容 「並非事
實」，對媒體未經查證就加以報道 「深表遺憾」。

在2008年民進黨執政時期擔任 「防長」的蔡明憲17日出
版新書，內容提及台軍在2008年就成功研發 「中程導彈」，
引發泄密爭議。軍方發言人羅紹和當天不點名回應說，任何
曾業管過 「國家機密、軍事機密」的政務官、事務官、現役
或退役人員，不分朝野或政黨，都應該善盡責任義務，未經
解密程序，都不應該藉任何方式揭露知悉的機敏資訊， 「這
是大家應該遵守的基本原則」。

但台媒18日進一步引述 「軍方可靠消息來源」說，蔡明
憲知道的是5年前的規劃，這5年間，台軍 「中程飛彈研發突
破很多關鍵瓶頸」。軍方消息透露，軍備局中山科學院研製
的代號 「雲峰」中程飛彈，射程超過1000公里，初期量產數
量約50枚，彈頭重約200公斤，為台軍戰術反制飛彈，部署
於中部山區，鎖定大陸東南沿岸飛彈陣地、機場等軍事目標
，不會瞄準或攻擊諸如上海等人口密集的非軍事目標。

台否認明年量產中程飛彈

【本報訊】據中新社台北十八日消息︰早春三月，是大
陸贈台大熊貓團團、圓圓的最佳繁殖時間，台北市立動物園
在17日、18日連續兩天為它們進行人工授精，民眾期待有好
消息。

台北市立動物園發言人趙明杰18日表示，圓圓於上周開
始出現發情跡象，17日上午，團團、圓圓實現自然交配，卻
未達到預期效果。園方把握時機，17日傍晚先幫團團取精液
，晚間再幫圓圓進行人工授精，18日下午4時許再進行了一
次人工授精，還將討論19日是否需要進行第三次人工授精。

趙明杰介紹稱，按大熊貓平均懷孕期4個月計算，圓圓
今年能否順利懷孕，等到7月中上旬，就會見分曉。

近日，團團、圓圓的 「家」──新光特展館貼出告示稱
：團團、圓圓因進入發情期，為使配對順利將不定時停展，
請來賓見諒，並祝福牠們！

17日、18日，團團、圓圓均未現身 「見客」，進館參觀
的民眾仍絡繹不絕。台北市民林小姐告訴記者說，沒看到團
團、圓圓有點遺憾，但希望牠們早日「來電」，傳出好消息。

大陸贈台大熊貓團團、圓圓於2008年12月來到台北，成
為動物園裡的大明星。趙明杰指出，開館至今，初步估計來
看牠們的人次已超2000萬。

島內大熊貓二度人工授精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左）與前任王毅親切握
手 互聯網

▲台北市立動物園18日表示，大貓熊 「圓圓」 17日已達
最佳繁殖時間，卻未能成功自然交配，已先進行人工採
精及授精 中央社

▲島內中華保釣協會今年1月出海赴釣魚島宣示 「主
權」 資料圖片

◀ 去 年 陳
金 卿 成 為
首 位 在 江
蘇 無 錫 申
請 個 體 工
商 戶 的 台
灣居民。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