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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台辦屬
下海峽兩岸關係
研究中心主辦的
第十一屆兩岸關

係研討會，上周在福建平潭舉行。這是
大陸國家領導班子換屆後，首個具有官
方色彩的兩岸重要學術活動，各界相當
關注大陸對台政策是否會出現新動向。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會上闡述了今
年對台工作的基調是穩步推進兩岸關係
全面發展。穩步推進，意味要在全面
把握兩岸關係總體形勢及其趨勢中爭取
新的發展，意味要加強兩岸各領域交
流合作的制度建設，意味要努力提高
兩岸交流合作的品質和效益。全面發展
，是指兩岸關係各個領域各個方面的進
展應當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努力實現
全面協調的可持續發展。今年國台辦原
主任王毅在《兩岸關係》雜誌發表新春
賀詞時已提出 「穩步推進，全面發展」
，如今張志軍在兩岸關係研討會上進一
步解釋了其中的內涵和精神。

自去年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 「探討
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
係；商談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協商
達成兩岸和平協議」後，台灣方面有人
認為，大陸對政治議題協商已急不可耐
，要逼台灣與之展開商談。如今張志軍
重申大陸方面將 「穩步推進」兩岸關係
，猶如一顆定心丸，可解除島內的疑慮
。大陸開展對台事務一向遵循 「先易後
難，循序漸進」的原則，不急躁、不躍
進，實事求是、有條不紊。這既是按事
物發展規律辦事，也是自信和大度的表
現。

然而，兩岸關係如同逆水行舟，不
進則退。雖然這幾年是兩岸交流合作成
果最豐碩、兩岸民眾得利最多、兩岸內
耗最少、兩岸關係發展最迅速的時期，

但兩岸交流合作，對話協商仍有廣闊的空間和強勁的
潛力。例如，台灣開放陸資入島三年多來，迄今只有
3.5億美元。與去年中國大陸對外直接投資已達近700億
美元比較，對台投資僅佔0.5%，可謂鳳毛麟角。連馬
英九也直言 「3.5億這個數字太難看」。又如，兩岸於
2010年6月簽署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使兩岸
經貿關係得以制度化。而在文化、科技等領域，兩岸
也應簽署協議，以適應兩岸相關領域深入發展的需要
。如今兩岸交流遍及各個領域，但重視廣度的同時，
更應講究深度和質量。目前兩岸已成立產業合作小組
，鼓勵兩岸企業加強技術合作，打造自主品牌，提高
兩岸經合水平。

張志軍還指出，兩岸關係需全面發展。言下之意
，是兩岸關係發展 「不能政經分離」。雖然現今兩岸
交流仍以經濟合作為重點，但兩岸經合是建立在 「九
二基礎」的政治基石上，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邁入 「
深水區」，兩岸更應在維護一個中國框架這一原則問
題上形成更為清晰的共同認知和一致立場。兩岸經
合也須有安定和平的台海局勢，但島內 「台獨」分
子現今仍蠢蠢欲動，兩岸簽署和平協議可為島內
民眾提供安居樂業的環境。正如張志軍所說 「
四輪驅動的越野車總比兩輪驅動的車更能爬
坡越障」。對於這淺顯的道理，台灣方面
應該心領神會。

瀾瀾觀觀
隔海國民黨御用律師涉貪

台軍實彈演習 誤中七旬老翁

雙子星工程招標 疑收賄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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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八日報道︰真是無妄之
災，金門縣75歲老農陳水添27日上午在自家菜園內做
農務時，竟遭子彈擊中脖子，原來是金門駐軍在距陳
家菜園1.5公里外的靶場進行實彈練習。

未貫穿動脈險保一命
所幸子彈未貫穿而是卡在頸動脈旁，經送醫開刀

取出彈頭後已脫離險境，陳老伯與死神擦身而過，但
金門軍方也即時為此致歉，並承諾徹查事件。

附近居民抱怨，最靠近民居的建華靶場離民居僅
1.2至1.5公里左右，駐軍已經在此練靶幾十年了，使
民眾出門時膽戰心驚。當地里長呂玉華說，8年前建
華靶場就發生流彈擊中民宅的意外，如今竟又擊傷民
眾，怒批軍方罔顧民眾生命安全。他要求軍方日後打
靶能先告知， 「讓居民有所準備」。

傷者陳水添家屬表示，當時陳老伯正在菜園除草
，聽到從隔壁村莊傳來的打靶聲，因當地駐軍不時進

行實彈練習，初時並未留意，沒想到經過幾發聲響後
，就感覺脖子一麻，手一摸竟發現流血了，還好陳水
添老當益壯，忍痛按脖子上的傷口走回家中，請家
人幫忙送醫，所幸經過及時搶救外已無生命危險。

T91式步槍射程2.6公里
軍方對此事十分低調，先說可能是跳彈，又稱老

翁受傷處距離靶場有1.5公里之遠，稱 「研判可能性
不高」。但熟知軍方打靶作業流程的人士表示，金門
駐軍常用的T-91式步槍最大射程達2.6公里，坦言陳
老伯其實身處有效射程之內，射擊時助教若沒有仔細
「判別修正」，就可能會越打越偏，發生類似意外。

金門防衛司令部（金防部）指揮官潘家宇表示，
軍方負責人高華柱非常關切，已在第一時間指示軍機
待命，只要有需要，可立刻安排傷者後送台灣就醫；
潘家宇指出，陳民若遭流彈所傷，軍方會負起一切責
任，真相未釐清前，靶場暫停使用。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八日報道︰針對涉貪被
押的台灣南投縣長李朝卿日前交保後申請復職，台
灣內政部長李鴻源28日表示已收到公文，依照地方
制度法的規定，只要相關人員沒有經一審判刑，內
政部都必須讓他復職；至於批准的時機點，會再討
論。

關於讓李朝卿復職是否會有道德上的爭議問題，
李鴻源表示，內政部是 「依法論法」，過去不論藍綠
背景，只要沒有經一審具體求刑，都會讓他們復職，
這也是內政部一向的處理原則。

李朝卿涉貪案於26日偵結，檢方查出李朝卿自
2008年擔當首任南投縣長起，收取回扣的工程案件多

達117件，總金額超過新台幣3000萬元。檢察官將依
貪污罪對李朝卿與涉案的其他16名被告提起公訴；3
月26日晚間李朝卿以新台幣2000萬元交保。

27日一早縣府民政處人員把復職申請書送到縣
長公館給李朝卿簽名，隨後民政處立即向內政部
申請縣長復職；只要部長李鴻源批准，復職立即
生效。

李鴻源28日強調，內政部是地方制度法的主管機
關，不是法院，所以不會去判斷李朝卿有罪或無罪，
「那是法院的事情」。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台灣媒體二十八日報道
︰賴素如兼任台灣領導人馬英九的國民黨黨主席辦公
室主任，有法律專業背景，被視為國民黨御用律師，
而邱大展亦被視為 「郝家軍」。對於重要幕僚涉案，
馬英九與郝龍斌27日晚先後透過發言人表示尊重
司法。

馬清廉招牌再遭質疑
但媒體28日坦言，馬英九第二任期以來民望持續

低迷，唯一 「賣點」僅存清廉自守，若證實賴素如果
然涉案，或再牽出有更多 「馬團隊」人員涉案， 「他
（馬英九）麻煩還挺大的！」《聯合晚報》28日更發
表評論文章，直接點出稱國民黨較早前已接連發生前
「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南投縣長李朝卿涉入弊案

，如今，馬英九親信之一的賴素如，竟也跟台北市歷
來最大的公共工程牽扯不清，坦言馬英九的 「清廉招
牌」已被這 「三記重拳」擊得粉碎。

台北 「雙子星大樓」是位於台北市的台北車站特
定專用區內的雙棟摩天大樓，料2014年落成後不僅會
成為台北市的地標之一，更將成為貫通捷運、桃園機
場、台鐵、高鐵等多項公共交通工具的運輸樞紐。由
於造價高達700至800億元，被稱為台灣 「史上最大規
模的開發案」，但該項目自2006年開始基礎工程以來
，就不時傳出弊案疑雲。直到獲得工程第一順位的開
發商太極雙星未把履約保證金匯入指定帳戶，喪失優
先議約資格，承攬權位由中華工程遞補，影響市府形
象，才引發執法部門關注。

綠營台北議員亦涉案
承辦檢察官王鑫健透露，除賴、邱兩人外，同時

被帶走調查的還包括捷運局聯合開發處前處長賈二慶
、竹聯幫大老黃雲龍、民進黨北市黨部評議委員召集
人黃承國等人。

案情透露，太極雙星團隊幕後操盤者程宏道及賈
二慶，疑似透過賴素如好友彭建銘找上賴素如，要求
賴在議會質詢、提案及表決時 「幫忙」，允諾事成會
給1000萬元為酬金。王鑫健透露，身兼台北市議員的
賴素如涉嫌利用質詢、提案、表決等方式，協助太極
雙星取得優先議約權，並已實質收取100萬元前期金
，卻因太極雙星破局，未取得後謝金。

據悉，賴素如雖坦承曾向太極雙星公司收取100
萬元，但指是 「政治獻金」，否認有不法行為。至於
邱大展涉嫌泄密，檢查官查出他作為 「雙子星」項目
審查委員，分析競標4家廠商團隊的財力狀況後，
對於巿場上無知名度的太極雙星，給予最高評價
，另3家團隊包括中工、幸福水泥、日月光，給予
普通評價。但邱否認指控，認為自己就有關資料公
平審核。

【本報訊】據中國時報二十八日報道︰賴素如長
期被視為馬團隊的一員，不僅是台北市議員身份與市
長馬英九建立良好互動，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
還被委任交接小組成員，獲信任程度可見一斑。

賴素如形象清新又具法律專業，擁有文化大學法
學博士學歷，早年被當時擔任台北市黨部主委詹春柏
相中，出馬角逐市議員，從此踏上政治路。律師背景
，賴素如十幾年來提供義務的法律諮詢，為她打下扎
實的民意基礎，與好打抱不平的形象。

個頭嬌小的賴素如更是藍營倚重的法律顧問。從
黨部到馬英九、吳敦義與駐美代表金溥聰等人的司法
案件，訴訟代理人絕對都是賴素如，儼然 「御用大律
師」。之前馬英九參選黨主席的適法性引發爭議，徵
詢法律見解的對象就包括賴素如。也因此，賴素如一

路從文宣部主任、文傳會副主委兼發言人，去年底又
被馬英九拔擢擔任主席辦公室主任。

除了靈活頭腦、辯護邏輯清晰，賴素如謹言慎行
，從未鬧出負面消息，與馬團隊特質相符。即使平時
雖與媒體關係友好，卻絕少被套出重要會議內容或重
大決策過程，因而也深獲馬英九信賴。

不過，賴素如也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前年大
選期間，賴找來多位前大法官挺馬，引發議論；去年
七月幫林益世辯護又惹得滿身腥，最後還閃辭辯護律
師身份，兩度都是踩到地雷。

賴素如曾說過， 「台北市議員被社會高度關注，
身份就像是半個立委。」如今卻疑涉入雙子星案遭檢
調約談，從政清白與聲譽遭到大挑戰，實令國民黨
內部震驚不已。

台北地檢署27日晚指揮調查局台北巿
調查處幹員採取行動，兵分21路搜索國民
黨籍市議員賴素如的住家、律師事務所及
議會辦公室等處，將她移送檢方漏夜復訊
。地檢署指她涉在台北重要地標性建築 「
雙子星大樓」 開發案中收受高達千萬元（
新台幣，下同）賄款，事件又捲入台北市
長郝龍斌愛將，市政府財政局長邱大展等
人，消息不僅轟動國民黨，更引發政治效
應，成為全台灣媒體焦點。

藍營縣長保釋 申請復職

賴素如深得馬英九信任

藍營人士接連涉弊重傷馬政府

國民黨台北議員賴素如涉嫌
向廠商索賄100萬元，協助
太極雙星團隊取得標案。

林益世在擔任立委、 「行政
院」 秘書長期間，涉向爐渣
業者陳啟祥收賄6300萬並索
賄8300萬未遂，依貪污等罪
起訴，5000萬交保。

國民黨南投縣長李朝卿涉嫌
災修工程舞弊，收取回扣，
不法所得逾3000萬。李依貪
污罪起訴，2000萬交保。

普立茲獎得主尋台灣老友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八日報道︰ 「Vicky，你聽到

嗎！」在2001年贏得普立茲獎（The Pulitzer Prizes）的美國
名記者羅杰斯（Paul Brinkley-Rogers），在洛杉磯時間27
日聯絡台灣駐當地記者，表示希望借助台灣媒體，尋找他51
年前在台灣認識的女性友人Vicky， 「因為Vicky的鼓勵，我
才確定走記者這一條路，所以在取得普立茲獎後，我想當面
向她道謝！」

羅杰斯曾經在《太平洋星條報》、《新聞周刊》、《亞
利桑那共和報》以及《邁阿密論壇報》等多家媒體，新聞資
歷豐富，2001年為《邁阿密論壇報》擔任駐古巴特派員時，
還曾以古巴兒童議題贏得被稱為 「新聞界奧斯卡」的普立茲
獎。原來，羅杰斯最難忘的記者生涯是51年前被《太平洋星
條報》派駐台灣的往事，因為他在這個寶島上認識一個叫
Vicky的27歲寡婦，在Vicky鼓勵下，當年僅有22歲的羅杰斯
決心走記者這一條路，致力寫作而取得記者的最高榮譽。羅
杰斯希望能找到Vicky，當面向她道謝。

羅杰斯說，Vicky常與他討論文學與寫作，鼓勵他繼續
從事寫作工作。羅杰斯強調，Vicky的鼓勵，是他最終能贏
得普立茲獎的動力之一。他回憶說，他與Vicky曾兩度出遊
，一次到烏來，另一次則是到台中。駐台期間，羅杰斯也曾
到過金門，由於當時兩岸情勢緊張，在前往金門之前，
Vicky很擔心，還特別叮囑他要注意安全。

▲台軍在金防部建華基本射擊場進行實彈射擊
中央社

▲台灣檢調人員偵辦雙子星案，27日兵分20多路搜索，台北市議員賴素如（中）遭約詢，晚間從台北
巿調查處移送北檢複訊 中央社

【本報訊】據中新社福州二十八日消息︰近日，一名台
籍學生在福州街頭救助一名跌倒的老伯，引發社會廣泛討論
，並獲得福建教育部門、福州市公安局等機構表彰。網友將
其稱為 「台灣溫暖哥」。

這個 「台灣溫暖哥」叫紀名揚，來自台北，是福建中醫
藥大學中醫專業的一名大五學生。28日，他在接受中新社記
者採訪時表示，自己是用平常心來看待這些讚譽， 「因為我
覺得我就是做了一件平常的事情」。

3月18日傍晚，一位獨行的81歲老伯在福州五四路國際
大廈門口跌了一跤，滿頭是血。路過的紀名揚趕緊上前，脫
下自己的衣服幫老人止血，在撥打120電話的同時，騎電
動車到附近的醫院叫來了救護車，為老人爭取到了寶貴的搶
救時間。紀名揚今年26歲，五年前通過福建中醫藥大學的網
絡招考來到大陸學醫。紀名揚說，自己從小就對中醫感興趣
，但是由於念書成績不太好，自己又不想放棄這個夢想，而
大陸恰好學習機會較多，因此到大陸來圓夢。

「台灣溫暖哥」福州救助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