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
雲
林
功
成
身
退
無
憾
無
悔

朱
穗
怡

大陸海協會
將於今天上午在
北京舉行會議，
推舉出新的海協
會會長。換言之

，已到古稀之年的現任海協會會長陳雲
林將功成身退，為自己32年的公務員生
涯劃上了圓滿的句號。他於上世紀80年
代初踏入政壇，歷任齊齊哈爾市長、黑
龍江省委副書記、黑龍江省副省長，
1994年起先後擔任國台辦副主任、國台
辦主任，2008年6月當選海協會會長。可
見，陳雲林在兩岸關係領域工作了19年
，其公務員生涯大部分時間都奉獻給了
兩岸同胞，為推動兩岸關係發展作出巨
大貢獻，一直以來都獲得兩岸輿論的高
度評價和讚揚。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陳雲林雖然即
將離開涉台前沿部門，但已無憾無悔。
因為他擔任海協會會長這5年來，與台灣
海基會簽署了18項協議，達成了多項共
識，對兩岸人民的交往、經濟合作和權
益保障等方面作出了制度化安排，兩岸
同胞期待已久的全面直接三通亦已實現
。ECFA的簽署和落實推動了兩岸關係正
常化的進程，將兩岸經濟合作推向了新
階段。兩岸關係形成了全方位、寬領域
、多層次的大交流的局面，兩岸關係的
總體面貌發生了60年來前所未有的深刻
變化。這固然是兩岸同胞共同努力的結
果，但海協會和陳雲林作為重要推手，
功不可沒。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海基會前董事
長江丙坤稱自己是 「拚命三郎」，任職
期間頻繁往來兩岸，為各界合作與交流
牽線，猶如 「空中飛人」。與之同時期
出任海協會會長的陳雲林又何嘗不是 「
拚命三郎」呢？過去4年間就舉行了八次
「陳江會」，期間兩會協商任務之繁重

與緊張，不足為外人道。陳雲林還成為
首位訪台的海協會會長。2008年11月他

率海協會協商代表團訪問台北，與台灣當局領導人馬
英九會面並互贈禮物。雖然訪台期間遇到民進黨非理
性的示威抗議，但陳雲林舉重若輕、從容不迫，給島
內各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11年他更首度跨過濁水
溪，率領重量級經貿團走訪民進黨 「大本營」南台灣
，加強大陸與台灣南部基層的接觸和溝通。去年12月
他還率領大陸文化界人士赴台，進一步推動兩岸文創
合作。

陳雲林致力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僅僅是職
責所在，更是出於使命感。他昨天表示，兩岸關係改
善或者倒退，一個重要的標誌就是兩會會談，它成了
兩岸關係變化的晴雨表。因此，在會談上當他和江丙
坤握手的時候，就會想起 「汪辜會談」為兩岸關係的
改善和兩會會談的推進做出了重要貢獻。陳雲林指出
，他要和台灣方面一起完成汪辜二老未盡的夙願，這
是一種光榮的使命。

陳雲林耕耘兩岸事務多年，歷經李登輝、陳水
扁、馬英九等台灣地區領導人執政，見證了兩岸
關係跌蕩起伏，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和豐沛的人
脈，雖將離開海協會，相信日後還會繼續為
促進兩岸交流出謀劃策，貢獻才智。

瀾瀾觀觀
隔海唐樹備：汪辜會談曾遇難題

海軍副艦長聚賭被批敗類

求同存異終達共識 經合藍圖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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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爭取達成兩岸經濟交流的協議
，是1993年4月汪辜會談遇到的最困難的
問題。」 作為當年會談的重要親歷者，時
任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常務副會長的唐樹備，
近日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作上述表示。

【本報訊】據中新社香港二十五日報道︰中國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葉克冬，25日在香港
倡議兩岸三地共構大中華經濟圈。葉克冬是日出席
由兩岸三地《經濟日報》舉辦的第三屆兩岸及香港
財經高峰論壇，他在論壇開幕式上指出，今年（
2013年）是兩岸關係持續發展的重要一年，又重申
雖然大陸剛在十八大更換領導班子，但對台政策仍
將保持一貫的連續性及 「與時俱進、繼往開來」的

立場。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中國國民
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
周波、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張曉明、台北世貿
中心董事長王志剛等也出席了論壇開幕式。

倡打造大中華經濟圈
葉克冬回顧兩岸關係的發展，坦言此間雙方都

經受了許多重大考驗，但可幸的是至今已在各方面
取得可觀的成績，諸如雙方政治互信更加鞏固，同
胞往來日益密切，各界交流全面開展等。

他特別談到兩岸三地的經濟合作，指出三地之
間的互為合作不斷深化，兩岸之間成功簽署多項經
濟合作協議，推動兩岸產業合作和金融合作取得突
破，港台之間的經濟互動也更為緊密，香港協進會
和台灣策進會相繼成立，標誌港台兩地互設機構
等制度化安排得到具體落實。

他特別呼籲香港與台灣之間，應仿效大陸與雙
邊簽定諸如ECFA或CEPA等經濟合作協議的簽署，
認為只要港台之間有更緊密的經濟協議存在，可配
合ECFA及CEPA，成為連接兩岸三地經貿合作的紐
帶，成為大中華經濟圈提供支柱。

吳伯雄則呼籲兩岸三地在關係不斷密切深化的
同時，要看到未來可能出現的內部競爭風險，呼籲
三方政府更需要積極推出相關的政策來營造更良好
的跨區域產業環境，盼三方用分工合作代替競爭，
才能在追求 「在世界經濟體系中佔越來越關鍵的角
色」這一共同目標的同時，共享互惠互利的好處。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二十五日報道︰20年前
在新加坡舉行的汪辜會談，標誌兩岸關係從對峙
走向交流協商。當年關於兩岸經濟議題的協商，給
唐樹備留下了 「最深刻的印象」，會談期間，他甚
至每天只睡三個小時。

大陸允保障台商權益
唐樹備向記者介紹汪辜會談的背景時說，1992年

鄧小平南巡講話不久，大陸加速改革開放，急需引
進境外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而當時的台灣，
被稱為處於 「台灣錢淹腳目」的時代，當時的台灣
當局領導人李登輝，在兩岸經濟問題上擺出一副 「
居高臨下」的姿態。

李登輝拒開放陸資入島
海基會秉承台灣當局的意旨，提出要與海協會

簽一個單向的保護台商投資的協議。海基會堅持只
允許台商對大陸間接投資、不開放台商對大陸的直
接投資；在間接投資方面，也拒絕承諾取消在投資
項目和金額方面的諸多限制。同時，海基會還拒絕
開放大陸企業對台灣投資，也不願取消對進口大陸
商品的限制。

唐樹備回憶道， 「我當時提出，大陸方面鼓勵
台商對大陸的投資，保護他們的正當權益，為此已
經頒布了行政法規，並願意聽取海基會和台商的意
見，進一步加強和改善對台商投資正當權益的保護
，但台灣方面應當開放台商對大陸的直接投資，逐
步取消對台商投資大陸在項目、資金額上的限制，

並同意開放大陸企業對台灣的投資，保護他們的正
當權益，逐步取消對進口大陸商品的限制，同意大
陸工商界人士訪問台灣。」

兩岸經濟交流互補互利
「我和邱進益經過三次預備性磋商，雙方仍無

法取得共識。」唐樹備說，儘管如此，雙方在加強
兩岸經濟交流的大方向和經濟交流應本互補互利
的原則方面卻有共同點，但在具體文字表述以及與
這個議題有關的一些內容表述上，仍有一些分歧。

後來，經汪辜二老同意，決定汪辜會談延長一
天，唐樹備和邱進益率領各自的代表團，經過幾個
小時的共同努力，雙方各有堅持、互有妥協，最後
終於取得了一致： 「雙方均認為應加強兩岸經濟交
流，互補互利。雙方同意就台商在大陸投資權益及
相關問題、兩岸工商界人士互訪等問題，擇時擇地
繼續進行商談。」

唐樹備表示，這是1949年以後雙方達成的第一個
兩岸經濟關係的協議，也是汪辜會談達成的對兩岸
關係發展方向影響最深遠的協議。

「20年後的事實證明，汪辜會談規劃的兩岸經濟
交流和合作的藍圖，基本上都在實行，有的方面，
如金融合作，已經大大超過。兩岸的人員往來和各
個領域的交流更是達到起草《汪辜會談共同協議》時
無法想像的地步。」唐樹備表示，歷史已無情地否
決了李登輝、陳水扁之流企圖阻擋兩岸人民走在一
起的圖謀，也對仍死抱分裂中國陰謀不放的 「台獨
」分子以警告。 「這是汪辜會談對我們的啟示。」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五日消息︰ 「五年沒
來香港，好像有很多話要跟大家說！」中國國民黨
榮譽主席吳伯雄，25日在香港的兩岸及香港《經濟
日報》財經高峰論壇開幕禮上侃侃而談25分鐘，是
眾位開場致詞嘉賓中，發言最長，也是博得最多掌
聲的一位。

吳伯雄談到兩岸關係時別有感受，重提他50年
前金門當兵的往事，笑稱 「要是我這種人被打死在
金門前線多可惜呀！」博得全場雷鳴掌聲。他亦提

到日前涉嫌在台灣高鐵放置炸彈的兩名匪徒在大陸
警方協助下迅速歸案，還說起前兩天在台北迎接到
訪的廣西區委書記彭清華，慨嘆 「這樣的點點滴滴
，就是兩岸關係的真實寫照！」

雖然大會工作人員兩次在會場舉起示意牌，顯
示每位嘉賓約10分鐘的發言時間已到，但吳伯雄的
即興發言卻在此時才進入高潮，他笑稱： 「70歲的
老人家，話無疑是多一點！」

在掌聲中，他說起50年前在金門前線服兵役的
往事，他說兩岸關係破冰後，他曾在廈門向當地官
員提起這事： 「我過去曾住在附近，在金門當兵時
，我的背後有兩門炮鎖定你們（廈門），我不曉得
你們有多少炮鎖定我！」不過，話鋒一轉，吳伯雄
幽默地說： 「如果把我這樣的人幹掉，你們不覺得
可惜嗎？」在全場雷鳴掌聲中，他說，今天的金門
、廈門已是人來人往，兩岸同胞往來頻繁令他感到
非常安慰，他也期盼炮火相向的日子永遠不要再來
，合作互補的日子可以持續下去。

近5年首次踏足香港
吳說，兩岸和平發展其實體現在兩岸人民的生

活點滴中，台灣高鐵炸彈犯兩天就由大陸警方交返
， 「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吳伯雄坦言，自
2008年5月經香港往北京之後，他已5年沒有踏足香
港， 「因為自那次起兩岸關係起了變化，有了直航！
所以五年後再來香港，我好像有很多話要跟大家說
！」他在掌聲中結束發言。

吳伯雄幽默懷舊 嘆兩岸和平不易

台北街市今起禁屠宰活禽

葉克冬籲港台簽署經合協議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五日報道︰上周漢光
演習實彈射擊時發生 「卡彈」狀況的台灣海軍 「鄭
和」艦，副艦長搭客輪回台灣本島時，與部屬用撲
克牌公然聚賭；事件曝光後被立委批評 「打牌內行
、打靶外行」，海軍參謀長許培山25日直批這些違
紀軍人為 「敗類」，台灣 「國防部」副部長楊念祖
也為此親自向公眾道歉。

打牌內行 打靶外行
4月17日在澎湖舉行的漢光29號實彈演習，海軍3

艘參演軍艦中，錦江級 「高江」艦與成功級 「鄭和
」艦上的76炮發生無法擊發的意外事件，在場督戰
的馬英九大表不悅。楊念祖25日在 「立法院」表示

，有5位軍官受到懲處，但層級不便透露。
更令外界嘩然的是，有台媒爆料說，卡彈軍艦

之一的 「鄭和」艦鄭姓中校副艦長，19日從澎湖搭
「台華輪」回高雄休假時，竟然在船上率部屬公開

聚賭；照片中的這位副艦長，嘴巴叼煙，手裡拿
撲克牌，桌上還放賭金。

台灣海軍司令部24日晚證實此事，指鄭姓軍官
等4人在船上邀約同袍玩撲克牌賭博，全案將完成行
政調查後，依規定召開人評會重懲，列為年度汰除
人員外，並依法移送司法偵辦。

楊念祖25日上午赴「立法院」報告 「漢光29號演習
檢討報告及後續兵力整建規劃」時，對軍人公然聚
賭致上最深歉意，表示部長高華柱已指示海軍迅速

針對此事參與人員查察與議處。海軍司令部參謀長
許培山中將坦言，「針對這些敗類，我們痛心疾首」。

許培山答覆立委詢問時表示， 「鄭和」艦與 「
高江」艦參與17日漢光澎湖實彈射擊出現射擊故障
，並非卡彈。 「高江」艦76炮因近接開關損壞造成
抓彈臂保險絲燒毀，導致供彈異常無法射擊；15日
已經有這個現象，當時沒有追蹤管制，也未進行故
障排除，屬人為疏失，不是裝備問題。 「鄭和」艦
則因超出戰鬥系統安全考量所設計的傾角下極限，
自動停止射擊。

許培山表示，相關檢討人員包括海軍艦指部主
官、現場編組指揮、督導演習主官、船艦主官與維
保人員，名單並已呈報。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五日報道︰陳水扁兒子陳致
中在紐約曼哈頓買下的豪華公寓，去年被美國政府沒收後
，美東時間23日遭到拍賣，最後以150萬美元成交，買家是
一對華裔夫婦。台方已向美方請求分享。至於陳致中位於
弗吉尼亞州的另一棟住宅，仍在找尋買家。

依照陳致中與美國司法部協調的結果，只要他同意拍
賣，他可以拿到賣價的15%。陳致中被美國政府拍賣的公寓
，位於曼哈頓雀爾喜區，公寓裝潢時尚，開放式的廚房配
黑色花崗石面、高科技冰箱和烹飪設備，地板為高級硬
木地板，客廳落地窗可眺望哈德遜河。

在23日的拍賣會上，總共吸引了20人一同競拍，其中
也包括多位台灣民眾；最後是一對來自紐約長島的華裔曾
姓夫婦，以150萬美元成交，比起陳致中2008年購屋時付出
的157萬5000美元還低了一些。

陳致中先後於2008年5月29日及7月3日，以空殼公司買
入紐約曼哈頓及弗吉尼亞州凱斯威克的住宅。

扁子紐約豪宅被拍賣
台檢方要求美方分錢

▲國台辦副主任葉克冬指出，兩岸三地可透過共
建產業標準，培育國際品牌等手段，構建 「大中
華經濟圈」 新華社

▲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表示，兩岸三地用分
工合作代替競爭，才能共享互惠互利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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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定 首 例
H7N9 感 染
個案，農委
會主委陳保
基25日表示
，原訂6月
17日實施傳
統市場禁宰
活禽，預計
提前實施。
圖為傳統市
場現宰雞攤
商一景

中央社

▲海協會原常務副會長唐樹備透露當年汪辜會談
的內幕和細節，讓外人了解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過程中所遇到的種種困難 資料圖片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五日報道︰台灣衛生部
門日前證實首宗H7N9患者而引發關注，台灣大學附
屬醫院25日對外證實，該名李姓台商已入住該院，目
前在負壓隔離加護病房接受治療，目前情況穩定。

台灣農業部門同日也宣布，禁止活禽市場交易將
提早啟動，其中人口密集的台北、台中兩市更宣布由
26日開始禁止屠宰活禽。負責統籌對抗流感的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也表示，將大陸H7N9病例發生地區的上
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北京市、河南省、
山東省等 「5省2市」列為第二級警示，建議台灣居民
前往當地旅遊應採取加強防護。

據悉，指揮中心原不願公開病患在何家醫院救治
，以免引發公眾恐慌，未料外界流言不斷，網路上不
少 「爆料」直指病人就在台大醫院，甚至稱該院的醫
護人員防護不足，有感染之虞，為釋眾疑，台大醫院
以新聞稿方式正式對外說明照護情形。台大強調，依
疾病管制局規定，照護同仁均需監測體溫及類流感症
狀，目前無人有發燒或類流感症狀。台大也說，目前
台大醫院防疫等級依疾病管制局規定維持第3級，遇
有自大陸回台就診的發燒病人，或與確診病例接觸且
符合通報定義者，立即進行採檢送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