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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國務院
前副總理曾培炎
以中國國際經濟
交流中心理事長

的身份應邀赴台訪問，讓外界關注剛卸
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能否實現多年來
的訪台願望。台灣陸委會的態度比較謹
慎，覺得溫家寶的 「身份敏感」。但島
內坊間卻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曾有民調
顯示，66%的台灣民眾表示歡迎。

溫家寶自2003年擔任國務院總理的
這10年間，如 「負軛老馬」鞠躬盡瘁，
上月任期屆滿，在掌聲中光榮退休。他
任內也相當關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去
年兩會期間其 「願意赴台」的真情剖白
不僅感動了與會人員，也讓坐在電視機
前觀看記者會直播的兩岸中國人慨嘆萬
分。2009年在相同場合，溫家寶就說過
「想去阿里山，想去日月潭，想去台灣

各地接觸台灣同胞」， 「走不動就是爬
，也願意去」。2010年他又表示， 「我
去台灣的願望依舊是那麼強烈，因為我
認為中華民族5000年的文化，具有強大
的震撼力和凝聚力，不要因為50年的政
治而丟掉5000年的文化。」

兩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種，原本就
是一家人，只因歷史政治因素而處於分
隔狀態。回想起當年兩岸 「老死不相往
來」那40年，多少家庭因而支離破碎，
一道淺淺的海峽竟成為無法跨越的天塹
。然而， 「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島內老兵渴望回鄉探親的巨大聲浪終於衝破了兩
岸 「藩籬」，打開了兩岸人員往來的大門。時至今
日，雙方人員交往已十分密切。大陸13個城市的居
民可以個人遊身份赴台觀光，大陸學生也可報讀台
灣高校。可見，兩岸同胞往來的限制越來越少，大
陸同胞赴台日趨自由和隨意。

在兩岸基層往來如火如荼之際，高層交流也有
新突破。自2009年至今，僅省部級就有1500多個代
表團赴台訪問，單在2010年就有約400人次的副省
級以上官員訪問台灣，可謂盛況空前。而台灣方面
對於大陸官員來訪已是司空見慣，即使是民進黨，
在大陸海協會長陳雲林2009年11月首次訪台時舉行
大規模抗議，但因為受到島內社會強烈譴責，自此
也不敢輕舉妄動了。

溫家寶如今 「無官一身輕」，可謂 「一介平民
」，並不存在 「身份敏感」的問題。台灣一些卸任
高官早已登陸訪問：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曾任台灣
「行政院長」、台灣地區副領導人，這些年登陸與

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錦濤共舉行了12次會面；曾任
台灣 「內政部長」的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曾
任 「行政院長」的郝柏村也早已在大陸留下踏
訪足跡。

兩岸現任和卸任官員互訪，在以前是
天方夜譚的事情，如今就像走親戚般
平常自然，台當局無須顧慮太多。

瀾瀾觀觀
隔海 馬：兩岸談判應漸進

黨內不同調 指政治對話不可避免

民進黨欲與大陸智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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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日前表示，台灣
與中國大陸須取得某種妥協，政治協議非
談不可。對此，台灣當局領導人馬英九認
為，兩岸談判應是漸進式， 「政治對話是
現在（台灣）人民需要的嗎？好像不是」。

【本報訊】綜合中新社、中通社、中央社九日報
道︰據台灣《聯合報》9日報道，馬英九8日接受該報
訪問，提及兩岸關係，仍重申 「先急後緩」、 「先易
後難」和 「先經後政」三原則。

馬英九肯定台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
蕭萬長在海南博鰲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會面時，
達成兩岸盡快簽署服務貿易協議的共識， 「這是非常
好的進度」。

馬英九稱，對ECFA（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談判進度，他比誰都還要急，畢竟這是他第一任沒多
久就提出， 「（ECFA）名字也是我取的，諧音是 『
ㄟ擱發』（閩南語）」。三年前所簽訂的是早收清單

，現在主體的服務貿易協議已水到渠成，接下來就等
貨品貿易談判，ECFA就可以完整。

和平協議促進經濟合作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丁守中9日則認為，兩岸經濟

發展到一定的程度，政治對話是不可避免的， 「兩岸
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要再進步的話，政治上的某種
協議可能是必要的」。他又再指出，兩岸大家都有急
迫性，希望及早確定和平的協議，這樣兩岸的經濟互
動可能會進步得更快。

前 「國安會秘書長」蘇起早前也表示，現今兩岸
關係中，政經已不能分離，兩岸應持續密切就政治議
題對話，累積政治互信，比一再提出 「九二共識」或
各種新名詞重要。蘇起指出，過去提出 「先經後政」
有其時空狀況，但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
的簽署是一個重要里程碑，已經是低階政治的體現，
包括兩岸政治互信、兩岸社會連結、與國際社會連結
都到了一定程度，兩岸間政治互信達到ECFA的高度
後，台灣才能加入區域經濟合作。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央社九日報道︰民
進黨 「中國事務部」主任洪財隆9日證實，該黨正評
估以智庫名義，與大陸智庫合辦學術研討會，並指
有關構思已獲黨主席蘇貞昌首肯。

自2012年初前主席蔡英文敗選以來，眾所周知兩
岸事務成為綠營難以逾越的 「最後一哩路」，但蘇
貞昌回鍋黨主席已近一年，有關兩岸事務始終 「只
聞樓梯響」；民進黨發言人林俊憲坦言，如果民進
黨智庫成功與大陸智庫合辦學術研討會，將是綠營
兩岸交流一大進展。

蘇貞昌不反對
洪財隆透露，正評估以以智庫 「新境界文教基

金會」名義，與大陸智庫接觸，甚至合辦學術性研

討會，又指蘇貞昌已知道相關構思並表示 「不反對
」。他說，民進黨智庫如果與大陸智庫合辦學術研
討會，不會只有政治議題，要有自由討論空間，關
注包括民主與人權等問題。

其實，民進黨自2012年總統選舉落敗後，開始思
索兩岸政策調整，蘇在民進黨內恢復設立 「中國事
務部」，並推動成立 「中國事務委員會」，也先後
有羅致政、謝長廷、許信良等多位綠營人士前往大
陸學術交流。只是，蘇遲遲未能拿出全套的兩岸政
策綱領，在兩岸交流事務上更是遠遠落後於國民黨
。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的前任副手蕭萬長，剛剛完成
海南博鰲之旅，再次代表台灣與大陸方面為鞏固兩
岸合平發展出一分力，這也是繼國民黨榮譽主席連
戰早前赴京 「習連會」後，國民黨又一次奠定了在

島內兩岸事務方面執牛耳的地位。
同日，《人民日報》也在海外版以顯著篇幅報

道許信良、謝長廷，和前高雄縣長楊秋興，及台聯
黨前主席蘇進強等 「獨派」人士的訪問大陸經驗，
蘇進強等人坦言， 「2008年以前，我對大陸存在刻板
印象，交流讓我對大陸有了新認識。」

文章指出，這些年，民進黨靠挑動兩岸仇恨情
緒積累政治資本，而今卻不得不吞下自己釀造的苦
果，欲修正兩岸路線而不可得。只是被民進黨騙了
多年的南部民眾，應該借鑒蘇進強等人的例子，思
考這些資深綠營政客為何會在登陸後轉變觀念。不
管原先持什麼觀點，眼見為實，去大陸看一看，總
不會有壞處。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央社九日報道︰台灣
陸委會8日晚發布聲明，將大陸配偶取得身份證的時
間由8年調整為4至8年，是秉持落實大陸配偶與外籍
配偶權益衡平政策，希望在法律上給予大陸配偶公平
對待。

陸委會表示，大陸配偶申請長期居留後，可申請
定居取得身份證明，與外籍配偶申請歸化及定居取得
身份證明的制度相同，均為4至8年。對於有媒體指，
外籍配偶申請長期居留需時5年。陸委會否認稱，外
籍配偶申請歸化後1年內（即居留第四年），只要在
台住滿335日即可申請定居，陸配外配沒有不同。

國民黨團9日說，支持修法縮短大陸配偶取得身
份證年限，盼在野不要杯葛；民進黨立委李俊俋說，
須嚴謹以對。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11日將併案審查 「台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條文修正草案，
擬縮短陸配取得身份證年限。國民黨 「立法院」黨團
書記長賴士葆及黨團幹部接見促進會成員，並說將支
持修法。賴士葆也說，法案初審時朝野可能互有攻防
，希望在野黨摒棄政治考量，支持 「兩岸人民關係條
例」修法，讓陸配更有人權。

民進黨團幹事長潘孟安受訪表示，黨團目前還沒
針對11日委員會下達動員令，修法內容尊重委員會審
查結果。

民進黨立委李俊俋說，民進黨一直堅持 「生活從
寬，身份從嚴」原則，陸配取得居留證、工作證的條
件都已經比其他外配寬鬆，但如果領有身份證，隨之
而來的權利義務改變很大，必須嚴謹以對。

【本報訊】據中通社九日報道︰據台媒9日報道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8日低調前往新加坡訪問，並與
高齡90歲的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及新加坡政府總
理李顯龍等人見面。

陪同蘇貞昌出行的包括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吳
釗燮及國際事務部主任劉世忠。由於行程緊湊，蘇
貞昌預計10日下午返抵台灣，趕不及主持民進黨中
常會。

不過，對於蘇貞昌拜會李光耀家族的目的，蘇
貞昌辦公室主任王閔生表示， 「沒有評論，這些都
過度聯想，沒有根據。」

據台媒報道，蘇貞昌原本打算赴馬來西亞，參
加在吉隆坡舉行的 「世界台商聯合總會理監事聯席
會議」，並透過管道，排定在開幕時致詞，但馬來
西亞政局出現變化，國會解散，正值選舉時期，旅
行文件未能核發，因此取消馬來西亞行程，直接去

新加坡。
台媒引述相關人士指出，蘇貞昌擔任台北縣長

期間，多次出訪新加坡，與李光耀兩人的共同話題
是城市治理，蘇也對新加坡一個小國能在周邊強國
林立中生存，深感敬佩。

黨內人士認為，蘇貞昌先前出訪日本時，提出
「民主同盟」概念，引發爭議，蘇是否可能透過李

光耀等人牽線，安排與大陸人士會談。民進黨說，
不便對外發表任何意見。據台媒報道，蘇貞昌出訪
新加坡外，今年上半年還計劃前往韓國、美國，下
半年將前往歐洲及東南亞。

台媒︰兩岸經合須更多互信
【本報訊】據中新社台北九日消息︰台灣各報9

日不吝篇幅聚焦 「習蕭會」，並發表評論。《中國時
報》的社論指出， 「習蕭會」8日在海南博鰲登場，
對兩岸關係發展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聯合報》整版報道 「習蕭會」，該報還發表兩
篇分析文章認為，兩岸關係進入 「深水區」，大陸方
面強勢主導，台灣方面不能坐等讓利；中共十八大報
告首提兩岸在未統一前，對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
理安排，這次習近平提出 「兩岸可以適時務實探討經
濟共同發展、區域經濟合作進程相銜接的適當方式和
可行途徑」，需要雙方更多互信。

《工商時報》的相關報道認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習近平在與台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蕭萬
長見面時，對台灣方面欲參與區域經濟 「釋善意」；
習近平展現 「知台派」彈性，今年兩岸間的對話議題
，可望步入新階段。

台《經濟日報》發表社論稱，博鰲亞洲論壇開幕
，習近平與蕭萬長進行歷史性的 「習蕭會」，進一步
促進了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與經貿交流。台商過去20
年已在大陸建立灘頭堡，應可藉轉型機會，搶得有利
商機。

台修法 陸配4年可獲身份證

昆山市政府送大禮
彰銀獲1億人幣定存
【本報訊】據中通社九日報道︰台資彰化銀行昆山分行

3月29日開辦全面性人民幣業務，立即得到昆山市政府大力
支持，獲1億人民幣定存挹注，係該分行營業以來首次獲
得昆山市政府的存款，有助提升放款動能。彰銀訂下目
標，今年昆山分行獲利要從去年的250萬美元躍升至1000萬
美元。台媒島內報道，彰銀表示，昆山市政府管理的 「昆山
交通發展控股有限公司」於4月3日存入1億人民幣3個月期的
定存至彰銀昆山分行，之後將再陸續存入，有利昆山分行拓
展人民幣授信業務。彰銀母行為昆山分行注入的5億人民幣
資本金，已於4月1日匯入。

【本報訊】據中通社九日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8日在海南博鰲論壇期間，向台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
譽董事長蕭萬長表示，大陸未來會更多考慮台灣同胞的需求
和利益。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系統，9日在浙江杭州
召開台胞權益保護工作專項會議，迅速要求認真落實對台工
作會議精神，加強保護台胞權益工作。

會議指出，2012年，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和各地共辦
結台胞權益糾紛案件3919件，有效保護了台胞權益。各地要
在去年工作基礎上，全面排查當前台胞權益糾紛案件，創新
督辦形式，落實領導包案責任制，確保案件得到穩妥處理。

會議強調，要向台胞宣傳《海峽兩岸投資保護和促進協
議》，引導台胞依法維權。各地各部門要落實好協議，同時
不斷健全台胞權益保護聯席會議制度，與時俱進做好法制化
建設，把台胞權益保護工作提高到新水準。

台辦要求加強保護台胞權益

▲ 「2013世界廚王台北爭霸賽」 9日舉行開跑記者會，廚師們手拿各類蔬果做成的兵器，邀請世界各地廚師好
手，一起爭奪世界廚王的寶座 中央社

▲馬英九認為兩岸政治對話沒有迫切性 資料圖片

▲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左）9日向大陸配偶李正
霞獻花。當日，王郁琦觀看了以李正霞為主角的
「回家路上」 紀錄片，他表示很受感動，並希望
台灣社會以更多同理心，包容接納陸配 中新社

蘇貞昌訪星會李光耀

▲台北民眾到陽明山竹子湖採海芋 中央社

世界廚王爭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