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台灣《經濟日報》報道，對於當局是
否會在縮小南北差距上投入更多資

源，陳沖表示，從「主計處」資料來看，當
局對南部投入的資源超出想像，當局拿了很
多北部稅收，用到南部去。但是近年天災，
例如莫拉克風災時，等同25個石門水庫的
水，一天之內倒在同一個地方，因而造成巨
大災害，當局投入很多經費在救災、清淤、
建橋樑，民眾對這些不見得有感覺。

確認為南部規劃經濟區
陳沖表示，當局的功能在於資源分配，不

論是從哪裡得到的稅，都要用在整體建設
上。當局對南部有很多的規劃，「例如自由
經濟示範區，在選前有人解讀是為了南部，
如今選舉過後，我不諱言，這是為了南

部」；「北部並不需要這樣的特區，南部卻
很需要，但要有條件，要設計、要規劃」，這
是跨「部會」的事，最適合「經建會」來
做，「在規劃完成後，希望能在南部產生新
的、不同的商機。」
他說，「行政院」一直在想有沒有其它的

做法，可為南部創造商機，例如有人建議賽
馬場可設在南部。若南北存在差距，對台灣
整體發展不利。
面對南北房價差很大，北部高房價引發民

怨這一問題，陳沖表示，「南北房價差很
遠」。1989年時，一位高雄朋友建議他在高雄
三多路買房，「當時一坪（約等於3.31平方
米）是10萬元（新台幣，下同），現在也不過
11萬元。」如果在台北市區，從1989年到現
在，那價格已翻好多倍。

陳沖說：

「當然台北供

給是有限，南

部供給則增

加，我要說的

是，房價的構

成很複雜，有

供需，有人口移動，有人為營銷手法，有貨

幣供給、利率等問題。」

「都市計劃領域向來有兩派主張，一是主

張要都市化，樓層愈蓋愈高；另一派是衛星

化，透過交通便捷，把人口疏散到外圍去。

哪一個符合台灣？」 陳沖表示，這就像一套

衣服，別人穿可以，可是「台灣人比較適合

穿什麼衣服？我會在別人已研究的基礎上，

開始討論。」

A12 責任編輯：許藝雄 2012年2月17日(星期五)

南設賽馬場北打高房價
陳沖：縮小南北差距 有利整體發展

最近，台灣政要有關對外活動和對外政策的

言論頻頻見諸報端。「活路外交」、維護「主

權和尊嚴」、擴大與國際社會互動，這些應屬

老調，但有些新話並不尋常，也頗令人費解。

台灣當局有一種講法是，與美、日、中國大

陸三方維持和平友好關係是台灣未來對外關係

最重要的基礎，而台美關係是這個基礎的重要

支柱。「如果沒有台美關係，很多關係都無法

推動」。這話也許是說給美國人聽的，無非讓美國人

放心，但此論混淆了兩岸關係與台美、台日關係的本

質區別。將這三組關係放在一個籮筐裡，聽上去就有

些怪異，而硬要把對外關係與兩岸關係等量齊觀甚至

認為前者優於後者，就成為本末倒置。兩岸關係與台

灣與他國的關係孰先孰後、孰輕孰重，原本不言而

喻，可現在硬是被人為地搞亂了，或者說越來越讓人

聽不懂、看不明了。如果不擺正這兩類不同性質問題

的位階，恐怕會引出很多政治和實務上的麻煩。

台灣有人講，過去20年，台灣同時撼動美國和大

陸，影響北京、華盛頓的政策，形成「台灣出招、大

陸接招」，這在國際政治中非常罕見。「馬英九時代

一樣是台灣在主導。」這種自我標榜一者不合情理、

沒人相信，二者也不符合起碼的交往禮儀。大陸有網

友問：是不是台灣有人在選舉後得意忘形了，搞不清

東南西北，掂不清幾斤幾 。

「陸委會」主委賴幸媛日前在美國哈佛大學演講時

說，「民主」將使台灣引領兩岸關係，向符合國際社

會所期待的價值與方向前進。她還講：「捍衛自由民

主的同盟安全戰略關係中不該讓台灣缺席。在兩岸關

係發展的關鍵時刻，美國應更重視台灣對大陸的影響

力。」這種言論體現了賴女士一貫西化的戰略思維和

意識形態，其實她曲解了台灣自身民主建設的實際意

義，將之貶抑、異化為西方的工具。在美國亞太戰略

調整之際，賴女士的話讓人聽 總有弦外之音，似乎

台灣要去迎合西方的對華政策，將自己納入美國的亞

太戰略軌道。

台灣新任「駐英國代表」沈呂巡新官上任三把火，

語出驚人，說什麼「台灣致力於與非邦交國實質關係

的官方化」，「以政府名義積極爭取參與各種政府間

國際組織及聯合國體系下的功能性專門機構」。沈還

揚言，台灣應爭取在任何國際議題上擁有發言權。不

知道他的這番話是否是代表台灣當局的試探，或是他

個人突發奇想。眾所周知，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

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問題，而且是比較核心與敏感的政

治問題，在台灣方面不情願開展政治對話的情況下，

中國大陸對台灣與個別國家商談經濟類協議、舉辦國

際體育賽事以及參與世衛大會等個案做出靈活務實的

安排，已經體現了最大的誠意和努力。如果台灣方面

不體認這一點，還要在「官方化」、「政府名義」問

題上作文章，只會步入歧途，不僅一事無成，還會挑

起內耗，損害兩岸政治互信。

大陸方面充分理解台灣同胞對參與國際活動的感

受，重視解決相關的問題。大陸明確提出，兩岸在涉

外事務中避免不必要的內耗，有利於增進中華民族整

體利益。大陸還鄭重主張，對於台灣同外國開展民間

性經濟文化往來的前景，可以視需要進一步協商。對

於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在不造成「兩個中

國」、「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兩岸務實協

商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台灣的政要們在發表涉外言

論時，不能只想 迎合島內政治和取悅外國人，而應

多想想大陸同胞的感受，考慮清楚國際大勢和台灣人

民的根本利益，將兩岸協商作為解決涉外問題的根本

途徑。如果台灣方面能夠在「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

樣的常識問題上有更為明確的立場，很多問題解決起

來就會有更好的條件。

余舒揚

兩岸協商是解決台灣涉外問題的務實之道

香港文匯報訊 台當局行政機構負責人陳沖15日表示，當局規劃自由經濟示範區，的確是為

了台灣南部，行政當局正思索在南部設置賽馬場等，為南部開創新的商機。面對南北房價差

很大，北部高房價引發民怨這一問題，他表示，若南北存在差距，對台灣整體發展不利，透

露出將有打壓北部房價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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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波陸資清單 幅度遠超預期

控妻「家暴」王永慶長孫訴離
據中通社16日電 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長

孫王泉仁，與台北首都客運千金李晶晶的「世
紀豪門婚姻」生變，王泉仁以遭受李晶晶「家
庭暴力」等難以維持婚姻重大事由，訴請裁判
離婚。
王泉仁和李晶晶是在2010年1月步入禮堂，

共結連理，同年6月誕下愛女伊莉莎白；然而
這段一度被外界稱羨的幸福童話，不到9個月
就變調。王泉仁向法官表示，2011年3月，他
接到李晶晶傳來的離婚簡訊；2個月後，李晶
晶前往英國參加王泉仁的博士班畢業典禮，再
次動手打王泉仁，並毀損王泉仁的物品。
去年7月，李晶晶藉口要帶女兒去美國玩，

但卻滯美不歸，王泉仁多次聯絡，李晶晶竟稱
女兒已經註冊上學。王泉仁認為，李晶晶在美

國加州沒有工作，而女兒才1歲多，根本不需
要註冊上學，李晶晶顯然不願回台，也不讓小
孩回台，他不得已才在農曆年前委託律師，提
出離婚和女兒監護權訴訟。
台北地方法院家事法庭16日下午就王泉仁與

李晶晶的離婚及女兒監護權案召開調解庭，王
泉仁出庭後公開喊話，「我非常想念我的女
兒」，強調父親和長輩也很想念孫女，希望李
晶晶趕快把小孩帶回來，大家一起面對過去，
趕快解決問題。
李晶晶的委任律師張菊芳表示，李晶晶面對

婚變，相當沮喪和難過，身心俱疲；但為了女
兒未來的成長，希望婚姻能夠維繫下去。因為
不想離婚，今天的調解庭也不會談到小孩監護
權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綜合消息，海基會董
事長江丙坤16日搭機前往上海，跟台商見
面交流。江丙坤此行會跟上海地區台商見
面，聽取相關意見。

至於會不會跟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見
面，針對第八次兩會會談內容交換意
見，江丙坤表示不知道陳雲林會不會到
上海。

兩岸信眾福州祭聖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

報道）16日，海峽兩岸50個順天聖母
宮觀、2,000多名信眾共赴福建福州祭
拜順天聖母陳靖姑。據悉，此次台灣
信眾由台灣順天聖母協會榮譽理事長
黃進墀率領赴閩參加第五屆陳靖姑文
化節。
當日，來自海峽兩岸各宮觀的代表

匯聚在神像前方的香爐邊，將從各宮
觀採集的香土倒入香爐內。隨後，在
古樂聲中開始了祭祀大典，由來自海
峽兩岸的主祭官共同主持祭祀活動。

台北團黃帝故里謁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戚紅麗、沙苗苗

鄭州報道）近日，來自台灣台北縣淡水鎮
參訪團20餘人赴河南新鄭黃帝故里景區拜
謁始祖軒轅黃帝。在莊嚴神聖的拜祖廣
場，參訪團在拜祖廣場鞠躬叩拜，表達了

對始祖軒轅黃帝的無限敬仰之情，共同祈
願中華民族繁榮昌盛。據了解，黃帝故里
位於河南省新鄭市軒轅路北，是十八屆世
界客屬懇親大會拜祖儀式和歷年黃帝故里
拜祖大典的現場。

據中通社16日電 據台灣傳媒報道，台經
濟部內部已經檢討完成第3波開放大陸投資
（簡稱：陸資）清單，「行政院」可望在近
期召開審查會拍板定案。據了解，包括製
造業、服務業及公共工程建設，鬆綁清單
逾150項，鬆綁幅度遠高於預期。
相關官員指出，這波陸資鬆綁，製造業

鬆綁幅度最大，估計超過100項納入開放清
單，服務業及公共建設估計近50項，總計
這波陸資鬆綁有望超過150項。
若加上2009年及2010年兩波達247項的鬆

綁清單，累計這3波鬆綁清單已近400項，
其中在製造業，除中藥、陸上運輸等不到
30項未開放外，餘均開放，開放幅度接近9
成。
至於服務業及公共建設，累計這3波開放

也達5成，鬆綁幅度相對製造業顯得保守。
相關官員指出，主要是兩岸服務業鬆綁，
像金融業、證券業、郵政快遞、律師、會
計師等專業服務業的項目鬆綁，涉及未來
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服務業貿
易談判，因此第3波鬆綁幅度不如製造業。

再有教頭涉賭 職棒「全軍盡墨」
據中通社16日電 職業棒球聯賽是台灣其中一項最受歡迎

的體育運動，其中去年總冠軍統一獅隊的總教練呂文生及
其妻子，在15日下午突被檢察部門傳喚，消息指呂氏夫婦
涉嫌與地下賭球集團勾結，事先洩露球員先發名單及最新
戰力評估資料，協助賭球集團調整賠率以賺取暴利。
2012年度新賽季將在下月17日開球，去年總冠軍統一獅

隊涉及賭球醜聞的事件震撼台灣棒球壇，不僅因其是冠軍
強隊，更因其他三隊：兄弟象、LaNew熊（前稱Lamigo桃
猿）、興農牛自2007年賽季開始，都先後涉入賭球醜聞，統
一獅隊曾被譽為「最乾淨的球隊」。未料，在台灣棒球界
享負盛名的呂文生竟也涉賭，有棒球迷慨嘆中華職棒「永
遠都不會白！」

據中通社16日電 「有種
就把你老婆幹掉！」為了
「小三」蘇玉真的一句
話，台北46歲男子張鶴齡
在2006年竟設局毒殺結髮
妻子蔡婷宥及兩名親生幼
女，甚至在行兇時用手機
致電蘇女，將行兇過程
「實況現場直播」，以此向
「小三」力證自己對她
「一片癡心」。

未料案發後，34歲的蘇
女不僅在潛逃大陸期間，
先後與4名男子和好，更
在落網後將張男行兇過程
和盤托出，以求換取減
刑；張男歷經6年審訊，
第六度上訴至台灣最高法
院，15日仍判其死刑，而
蘇女亦因教唆殺人而入獄
10年。
法庭指出，此案歷審都

認定殘殺3名至親的兇手
張鶴齡泯滅人性、手段兇
殘，故判他兩個死刑及一
個無期徒刑；而已轉為污
點證人的蘇女力證昔日情
郎張男的罪行，法庭依法
作出減刑，但仍因教唆殺
人而判入獄10年。

■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右）16日晚

間在台北圓山飯店，與北京市長郭金龍

（左）會面，雙方互贈禮物，吳伯雄致贈

阿里山山水畫歡迎賓客來訪。 中央社

北京市長晤連戰吳伯雄

■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右）16日在國

民黨智庫，歡迎率數百名成員來台宣傳

北京文化周活動的北京市長郭金龍

（左），兩人動作一致問候與會者。

中央社

■福州舉行以「弘揚臨水文化，兩岸共享平

安」為主題的第五屆陳靖姑文化節。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 攝

■王泉仁與李晶晶的幸福童話不再。

資料圖片

■圖為統一獅隊球員作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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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沖表示，當局對南部

投入的資源超出想像。

中央社

■台灣北部高房價已引發極大民怨。圖為從新光三越大樓俯視台北。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