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1年出生的王兆國為河北豐潤人，1966年從
哈爾濱工業大學動力機械系畢業後參加工作，從
1968至1982年在第二汽車製造廠工作約十五個年
頭，從技術員幹到副廠長、黨委書記。
1982年至1984年，他調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

一書記兼中央團校校長。隨後兩年，又任中央辦
公廳主任。之後，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共
中央辦公廳主任。
從1987年起，他到福建任省委副書記、代省

長、省長，一直幹了4年。其後，擔任中共中央台
灣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

任。1992年兼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
1993年起，他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中共中央台

灣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等職。2002年的十六大
上，進入中央政治局。
2003—2008年，當選十七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屆、十一屆全國人

大副委員長、黨組副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

■據中新社、新華社

路甬祥是位著名的科學家、教育家。
路甬祥1942年出生，1964年畢業於浙江大學機

械系，1981年獲聯邦德國亞琛工業大學工程科學
博士學位。他長期在他的母校浙江大學工作，歷
任講師、教授、研究室主任、副校長、校長。
豐富的學術成果和高超的學術水平使他擔任了

很多社會職務，他早年擔任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
第2屆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
他先後當選為中國科協副主席，第三世界科學

院通訊院士，中科院技術科學部委員，中國工程
院院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國家科技教育
領導小組成員，第三世界科學院副院長，國務院學

位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
路甬祥1993年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1997年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他是中

共第十二、十三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屆中央委
員。
2003－2008年，十屆、十一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

■據中新社、新華社

在當選為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之
前，烏雲其木格曾經在中國政壇締造過「第
一」：她是中國五大民族自治區有史以來的第一
位女主席。
1942年出生的她是遼寧北票人，大學學歷，24

歲加入中共。
烏雲其木格為蒙古族人，她歷任中共內蒙古自

治區黨委常委、宣傳部長，自治區婦聯主任。
1993年底任內蒙古自治區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
會副主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副書記。
2000年8月，烏雲其木格就任內蒙古自治區副主

席、代主席。2001年2月當選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
席。2003年1月，在內蒙古自治區第十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她
再次當選為自治區政府主席。
烏雲其木格是中共十四、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六、十七屆中央委

員。
2003年，當選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2008年，當選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據中新社、新華社

中國科學院院士韓啟德，1945年7月出生，上海
市人，碩士學位，病理生理學家。
1968年上海第一醫學院畢業。1982年獲碩士學

位。
1995年，韓啟德出任北京醫科大學副校長，同

年加入93學社；兩年後，52歲的韓啟德增補為中
科院院士。
2000年，韓啟德出任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研

究生院院長、醫學部主任。
長期以來，韓啟德從事心血管基礎研究。曾於

1993年獲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一等獎，1995年獲得
國家自然科學三等獎。

他還兼任中國病理生理學會理事長、國際心臟研究學會理事與中國分會
主席。
2003—08年，當選十屆、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93學社中央

主席，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歐美同學會會長，
中國留學人員聯誼會會長等。

■據中新社、新華社

魁梧身材，寬邊眼鏡，言語風趣。國務委員兼
國務院秘書長華建敏，15日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一
次會議上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68歲的華建敏，清華大學燃氣輪機專業畢業。

他任職上海多年，早期主要從事與專業有關的科
研工作，很早就評上高級工程師。其後他曾任上
海市計委主任、副市長等職。
1996年調北京任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

他有豐富財經工作經驗，長期從事財經事務。
2003年，他獲任命為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

長，並擔任國家行政學院院長。
接近他的人透露，「秘書長沒有一點架子」。

華建敏去年到浙江考察，深入調研又不失風趣，曾試向銀行職員諮詢：
「我是一家小企業的老闆，最近碰到資金不足的問題，想要貸款，請問，
我該怎麼辦？」

■據中新社、新華社

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陳至立當選全
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陳至立祖籍福建，長期在上海工作。她曾是中

科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的科研人員，並赴美國做
過訪問學者。上世紀80年代初涉足政壇，先負責
上海的科技工作，其後大跨越出任上海市委宣傳
部長，1989年晉升市委副書記。陳至立在主管上
海宣傳工作期間，媒體活躍而嚴謹，開放而有
序。1998年，陳至立出任教育部長。5年後，她又
擔任國務委員，主管科技、教育、文化、體育等
工作。
作為有長期從事自然科學研究背景的女性，陳至

立在政壇一向展示出沉穩親切的形象。在出任教育部長及其後擔任國務委
員期間，陳至立積極推動教育改革並參與北京奧組委的工作。
從政府轉往人大，從被監督到監督，相信陳至立過往經歷有助於她的新

工作。

■據中新社、新華社

當過23年教師的民革中央主席周鐵農，15日當
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周鐵農1938年生人，畢業於北京大學數學力學

系，也喜愛文學、歷史。其後，周鐵農到哈爾濱
工業大學任教師。
1983年是他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周鐵農由一

名大學教授轉任齊齊哈爾市副市長。23年的教學
生涯使周鐵農深知教育是治國之本。上世紀90年
代初升任黑龍江省副省長時，他繼續教育治省的
使命，使黑龍江省成為全國改善辦學條件的先進
省份。他從教從政生涯，走過一條以教治國之
路。

作為民主黨派人士出任黑龍江省副省長近7年中，周鐵農表現出不凡的
領導才能。
1998年就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並於2003年換屆時連任。他最關注的依然

是教育。同時，他認為民革作為參政黨，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和中國國民
黨之間的歷史聯繫，應加強與台灣人民交流聯誼。

■據中新社、新華社

山東省委書記李建國15日當選十一屆全國人大
常委會副委員長，同時他還當選秘書長一職。這
位山東大學中文系畢業的才子，在天津、陜西一
幹就是30多年，直到一年前才回到家鄉山東。
在天津從基層做起，歷經多個崗位，經過20年

做到天津市委副書記，履歷紮實。 後在陜西擔任
省委書記一任10年，有豐富的地方經驗。有網友
評價他「從不張揚，不說大話，默默無聞，踏踏
實實幹事。」
下個月將要過62歲生日的李建國，家鄉山東鄄

城，是一代兵師孫臏故里。他在回山東履職感言
中飽含感情地說：「山東是生我養我的地方，我始

終關注 山東」，「把民生放在執政首位」。這位山東老鄉「回家」一年
來，延續在陜西時對生態環境的關注，贏得家鄉人民的讚譽。

■據中新社、新華社

維吾爾族的司馬義．鐵力瓦爾地，這位新疆自
治區原主席15日當選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司馬義．鐵力瓦爾地1944年出生於新疆喀什一

個普通農家，幼年理想就是「當一名老師」。從政
後他一直高度關注少數民族教育問題。鐵力瓦爾
地60年代畢業於新疆大學數學系，為官尤喜用數
字說話，故在新疆有「數字主席」之譽。
在新疆百姓眼中，鐵力瓦爾地是集「鐵腕」與

「柔情」於一身的父母官。面對製造分裂的恐怖分
子，他「鐵腕」打擊，毫不手軟；對於百姓，他
又「柔情」呵護，殫精竭慮。
早在1999年，時任自治區政法委副書記的鐵力瓦

爾地就曾臨危受命，奔赴南疆和田指揮，迅速鏟除當地一恐怖集團。2003
年2月，喀什發生強震，200餘人遇難，剛當選自治區主席的鐵力瓦爾地，
旋即從北京奔赴災區指揮救災，在之後半年中，他又6次去災區落實重建
工作。

■據中新社、新華社

3年前，面對民盟中央主席
的新角色，南京大學校長蔣
樹聲坦承：「這是一個巨大
的挑戰。」15日，這位謙虛
而嚴謹的民盟領袖當選十一
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蔣樹聲現年68歲，上世紀60

年代初畢業於南京大學物理
系後一直留校任教，直至擔
任校長。他曾到英、澳、意
等國留學和工作，是享譽國際
的知名物理學家，法國科學雜

誌稱讚：「蔣樹聲是享譽世界的南京大學校長，他代
表了新一代大學領導的風範。」
蔣樹聲在擔任民盟中央主席時向前輩致敬說：「他

們都是立德、立功、立言的典範，和這些前輩相比，
無論是本職業績還是道德文章，我都相差很遠。雖不
能至，然心嚮往之⋯⋯」
蔣樹聲工作之餘喜愛閱讀，關注體育，愛打籃球。

■據中新社、新華社

與中國民主建國會同齡的
陳昌智3個月前剛當選民建中
央主席，在15日的十一屆全
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他又當
選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今年63歲的陳昌智雖是湖

北孝感人，但在四川學習、
任教的時間長達30多年，四
川成為他的第二故鄉。他一
路從大學教授再到監察部副
部長、全國政協常委、民建
中央主席，經過多個角色與崗

位的歷練，積累了豐富的參政經驗。
陳昌智對經濟頗有研究，他畢業於四川大學經濟

系，是「文革」後國家培養的第一批經濟學研究生，
有多部經濟學專著傳世。他在談民建的工作時強調：
「作為多黨合作格局中的參政黨，民建要發揮密切聯
繫經濟界的特色和優勢，不辱使命，不負重託。」
作為有十萬多會員的民建中央主席，陳昌智深感

「責任重大，使命光榮」。 ■據中新社、新華社

繼雷潔瓊之後的中國民主
促進會歷史上第二位女主席
嚴雋琪，在15日舉行的十一
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在嚴雋琪60多年的人生經

歷中，4個差距很大的身份繫
於一身：徐州煤礦技術員、
國家八六三計劃科學家、上
海市副市長、中國民主促進
會主席。
1967年，結束在上海交通大

學機械工程系學習後，嚴雋琪接下來的十年是在徐州
煤礦度過的。之後，嚴雋琪考回上海交大，獲碩士學
位並留校任教，後被公派去丹麥留學，獲博士學位。
本世紀初就任上海市副市長伊始，嚴雋琪給人以嚴

謹而文雅的女科學家印象。她用「感激、緊張、有信
心」來表達自己的心情。
前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嚴家淦是嚴雋琪同族叔輩。

■據中新社、新華社

農工黨中央主席桑國衛15
日當選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
會副委員長。
自1966年上海第一醫學院醫

學系藥理專業研究生畢業
後，桑國衛歷任浙江省醫學
科學院藥理室主任、所長、
副院長，從事計劃生育藥物
及臨床藥理學研究20餘年。
這位一生專注於藥物研究

的科學家在1997年開始走上政
治舞台，最初是兼任浙江省衛

生廳副廳長。1999年2月，桑國衛獲任命為國家藥監
局副局長，並兼任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所長。
業界如今還對桑國衛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副

局長期間的一身正氣記憶猶新，他當時親筆寫下「清
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閻閭話長短」的警句。
去年12月，67歲的桑國衛高票當選農工黨第十四屆

中央委員會主席。他曾表示，將進一步發揮農工民主
黨醫藥衛生界制高點的作用。 ■據中新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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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簡介
從車廠出發 王兆國 中科院院長 路甬祥 蒙族精英 烏雲其木格

心血管專家 韓啟德 風趣嚴謹 華建敏 親切沉穩 陳至立

以教治國 周鐵農 山東才子 李建國 數字主席 司馬義．鐵力瓦爾地

學界名流 蔣樹聲 經濟專家 陳昌智 礦工博士 嚴雋琪 懸壺濟世 桑國衛

小馬催票 籲支持者勿大意

輸台砂石解禁 閩船今起航
簡訊

扁馬台南拚場
警員全部停休

【本報訊】據中央社15日電：明天是「總統」大選
前的超級星期天，陳水扁的故鄉台南縣成為藍綠決戰
熱區，除了阿扁將回到故鄉安排一整天行程外，國民
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也將全天候參加造勢活動。
由於預計需要超過2,000名的保安人力，台南縣警察局
已取消所有警員輪休，全員投入保安工作。
陳水扁明天一早將二度返鄉參加由台南縣長蘇煥智

發起的入聯公投苦行活動，預計上午八時三十分從麻
豆池王府出發，一路走回官田惠安宮；下午則要從後
壁火車站出發，以車行方式向參加「百萬擊掌逆轉勝」
活動的民眾致意，並在佳里鎮佳興派出所前下車，與
民眾相互擊掌，為活動造勢。
馬英九方面則從明天上午九時起，先後在白河、柳

營、學甲、麻豆參與大型造勢活動，下午先分別在永
康市參加與青年學子及農會各級幹部座談會，再配合
全國同步的「台灣向前行」全民大遊行，進行聯合造
勢活動。

與扁切割
謝推改革口號

台薪資增長率
亞洲倒數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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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T A I W A N  N E W S

選前「超級周末」 萬五台警戒備
共計145場集會遊行 嚴防暴力衝突

【本報訊】綜合台灣媒體15日報道：台「總統」大選進入衝刺階段，今、明兩天是選前的超

級黃金周末，全台一共有145場集會遊行活動，創下歷年來的紀錄。台警政署長侯友宜強調，警

方已做好萬全準備，絕不容許有暴力發生，只要在現場滋事，都要求以現行犯逮捕，

依法究辦。

本 內容：台灣新聞 國際新聞 兩會專題 趣知廊

侯友宜表示，在16日當天，警方將動員全台四分之一的警
力，共計15,000名員警，是歷年來動員警力人數最多的一
次。而這兩天台警方總計將動員31,883名警力。

警擬阻絕藍綠支持者
侯友宜指出，連續兩天，兩大政黨都舉辦大型的集會遊行

造勢，其中台北縣、台北市、宜蘭縣、高雄市及屏東縣等五
大縣市，都出現有雙方遊行可能接觸的情形。經過警方疏導
後，都已同意避開和自制，警方也會以防護阻絕的方式，避
免彼此間的短兵相接。
周末兩天的大選集會遊行活動總計達145場，刷新歷次選

舉的最高紀錄，侯友宜表示，周六的造勢活動有60場，週日
有85場，周末活動多為定點造勢晚會；周日則有藍營25縣市
的「台灣向前行百萬大遊行」活動、綠營的「挺台灣、救民
主、百萬擊掌逆轉勝」活動，說是「超級假日」也不為過。
警政署長侯友宜強調警方行政中立，針對即將到來的大型

集會活動，他呼籲民眾保持理性與冷靜，不要太過激動，警
力部分也會做好萬全準備，嚴正執法，絕不允許任何暴力事
件發生。

早前衝突疑是綠營設局
關於3．12藍綠衝突案，經過追查，事件已逐漸明朗。藍

委昨天調出錄音帶，當天第一銀行總經理黃獻全在「立法院
財委會」明確表示，謝營只向一銀承租該棟大樓的1到3樓，
4樓以上沒人使用，掌握到謝營使用13樓的藍委，才會要求
前往勘察。昨天謝營出示租約，表示是租用1到3樓，以及13
樓和地下室，引起藍委譁然，質疑其中必有隱情，甚至是故
意設局。
4年前的2．28「牽手護台灣」，使綠營士氣大振，在選前

看出黃金交叉的逆轉勝徵兆。4年後，藍委引發的3．12衝
突，讓民進黨再度出現逆轉勝的可能性。3．16「超級星期
天」，綠軍支持者勢必傾巢而出，期待選情逆轉；而藍軍也
將全力一搏。雙方拚場的結果，不僅牽動士氣，也將攸關選
戰勝敗。

【本報訊】據中央社15日報道：今天是大選前的超級星
期六，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表示，藍營支持者不
要以為「總統」大選情勢大好，請大家一定要幫忙催票，
「差你一票，馬英九就可能落選」。國民黨籍立委蔣孝嚴站
台時也說，22日一定要去投票，國民黨一票都不能少。

藍委促選民務必去投票
馬英九上午回到曾經執政的台北市向健安新城、延壽國

宅及興安國宅支持者拜票，除了批評民主進步黨執政八
年，讓台灣本來是錢淹腳目到債淹肚臍、對台灣最大的貢
獻就是讓大家知道民進黨治台無能外，也呼籲選民不能掉
以輕心。
現場甚至有支持者在暖場時大聲呼籲，22日只要投「總

統」的一張票就好，不要領另外兩張公投票；也有支持者
為維新館衝突的四位立委叫屈，希望大家不要因此動搖支
持馬英九的信心。

冀投票率達七成五
馬英九上午在台北市拜票，除了催票外，他還希望投票

率達七成五，也強調拚經濟的經驗與決心；他表示，執政
後將投入四萬億元新台幣從事台灣基礎建設，促進下一波
經濟發展。
談到日前踢館事件對選情的影響，馬英九強調，原本選

情就緊繃，非常緊繃，尤其是在3．12事件後選情更緊
繃，他會小心應對，戒慎恐懼，他也到處一直講，希望大
家要有危機感，因為沒有危機感就會有危機。至於外傳馬
幕僚關切踢館事件引起黨主席吳伯雄不滿而有拍桌及不雅
字眼的批評，馬英九不僅否認，並說：「伯公不會講這種
話，造謠者恐怕要先打個草稿」。

傳李登輝19日為謝站台
【本報訊】據中通社15日電：一群李登輝學校校友15日

站出來挺謝蘇，他們聲稱已徵求李登輝的同意，還說李登
輝認為謝長廷一定會當選。還有幕僚私下聲稱，李登輝最
有可能在選前3天(即19日)開口幫謝站台，希望把他「本土」
這張王牌發揮到最高點。

刀割馬蕭旗幟 台婦被捕

【本報訊】據中央社15日電：台中縣新社鄉45歲柳姓婦
人，涉嫌持刀割破馬蕭競選旗幟，從新社鄉至石岡鄉共破
壞41面，經警員發現當場逮獲。柳嫌辯稱她是為了要討國
民黨的黨產，才故意破壞。她還自認為理由很正當，責怪
警方司法不公，不應逮捕她。

台農委會擬釋公糧壓米價
【本報訊】據台《自由時報》15日報道：台農委會主委

蘇嘉全昨天到立法院備詢前向媒體強調，米價浮動是市場
機制，必須讓農民反映成本，如果未來米價漲幅超過
10%，農委會就會考慮釋出公糧。

【本報海峽西岸新聞中心實習記者魯欣福州15日電】
國家商務部日前宣佈今年3月10日起正式恢復天然砂對
台出口後，首船大陸輸台的天然砂石將於16日自福建省
福州港亭江碼頭正式起運，航程將經過日本石垣港中轉
後由台灣基隆港上島。據了解，此次砂石運量為16,300
噸。

禁止輸台砂石轉口第三地
早在2006年底，為保護不可再生資源，控制開採天然

砂對環境造成的危害，商務部會同海關總署宣佈自2007
年3月1日起禁止天然砂出口。今次恢復對台砂石出口，
也是大陸基於台灣砂石業者和有關方面通過多種途徑反
映希望能盡快恢復天然砂石對台出口的迫切願望。
大陸此次還嚴格規定禁止天然砂轉口第三地，以確保

天然砂出口真正惠及台灣同胞。據悉，由於台灣島內天
然砂資源短缺，天然砂供應不足、價格上漲，建築業乃
至整體經濟發展都受到較大影響。台灣當局經濟部門的
預估，2008年台灣砂石的需求量約為6000萬立方米，可
自產5500萬立方米，尚有500萬立方米的缺口。

閩料為砂石輸台重點區域
今次商務部出台的新規定中表示，大陸共有7家企業符

合相關標準，可從事對台灣地區的天然砂出口貿易，其
中6家為福建省企業。台灣地區天然砂資源極度貧乏，對
福建省砂石需求量很大。06年福建省天然砂出口台灣達
1,200萬噸，佔全省年出口天然砂石總量的六成以上。

「國務費案」證人 返台揭發扁謝
【本報訊】據中通社15日電：台「總統」大選倒數7

天，引爆「國務機要費案」的李慧芬又返台了，並且舉
行記者會指出，這次返台將把更多證據寫成新書，繼續
爆扁料。她還爆料，當年她在法院內遭人毆打，可能與
謝長廷有關，不過現今證據未明確。
李慧芬數度哽咽表示，因為「國務機要費案」，兒子

兩年不跟她說話。為了澄清自己不是「賣國賊」，她要

出書，讓兒子知道應該以媽媽為傲。李慧芬還在記者會
上指出，陳水扁多次派人向她「摸頭」，要送錢給她，
叫她不要再爆料。
此外，李慧芬還針對謝長廷爆料說，2006年棉品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洪清峰欲圖在法院內毆打她，懷疑
和謝長廷有關，要求謝長廷說清楚他和打人之徒的關
係。

【本報訊】據中央社15日電：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
長廷今天表示，陳水扁的時代再兩個月就要結束，他當選
「總統」之後就是黨主席，願意承擔過去，改革黨內提名
制度、用人，「但我落選後就不會再選舉，民進黨的改革
就失去很好的機會。」

直言許多人對民進黨失望
謝長廷下午在長昌高雄競選總部和政治大學台文研究所

所長陳芳明、作家林世煜對談，林世煜直言民進黨這八年
令很多支持者失望，有些人只會喊口號，卻排擠優秀的黨
員同志，改革的人被當成叛徒，因此很多人擔心這次選舉
如果再支持民進黨，改革將無法進行，恐會含淚不投票。
謝長廷說，很多人對這幾年失望是事實，過去因為民進

黨在立法院接近半數，因此想要去拉一些人，慢慢變成分
贓，現在則是改革契機，因為國民黨在立法院佔四分之
三，逼得民進黨不得不改革、不包容。

若馬綠卡失效　扁願辭職
另外，陳水扁今天表示，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

若能提出綠卡已經失效的法律文件，他願意道歉並且馬上
辭去「總統」職務；若馬英九仍擁有美國綠卡且綠卡仍有
效，請馬英九補辦放棄手續，但不用退選。

【本報訊】據中時電子報15日報道：全球物價節節高
升，一般受薪階級的薪資都縮水了，不過，根據花旗環球
證券研究報告，台灣受薪階級去年實質薪資成長率是負
1.2%，在亞洲排倒數第二。
花旗環球證券新興市場策略分析師樂志勤（Markus

Rosgen）表示，由於全球原物料價格持續大漲，去年亞洲
國家及地區當中，僅中國與韓國二個國家，受薪階級薪資
扣除掉當地通貨膨脹率後，呈現正成長，整體而言，亞洲
勞工薪資去年不進反退，荷包都變薄了。

扣除通脹 台薪負增長
據統計，大陸去年薪資成長率18.8%，扣除掉全年物價

膨脹率6.5%，大陸實質薪資成長率為12.3%，漲幅居亞洲
之冠，但如果以2月份通貨膨脹率計算，大陸去年實質薪
資成長率僅7.1%，韓國去年薪資成長率5.9%，扣除掉
3.6%物價膨脹率，薪資成長率仍有2.3%。台灣去年薪資
成長率僅2.1%，扣除掉3.3%物價膨脹率後，實質薪資成
長率為負1.2%。

■藍綠陣營都將在選前最後一個周末大拚造勢，台
警16日將動員逾1.5萬警力維持秩序。圖為早前警方
車隊護送小馬的造勢宣傳車。 法新社

■馬英九15日對支持者表示，對選情不可大意。圖為畫家李奇茂(左三)獻「馬到成功」畫作，祝馬英九高票當
選。 中央社

■謝長廷(左)與蘇貞昌15日與綠營民眾一起造勢。
中央社

■馬蕭競
選旗幟從
新社鄉到
石岡鄉遭
一婦女持
刀割破。

中央社

■大陸恢復對台出口天然砂的福建船今日起航。圖為
中國的天然砂石場。 網上圖片

台「總統」大選倒數6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