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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敦義2日上午上午參加博鰲亞洲論壇

開幕式後，接受台灣傳媒訪問。吳

敦義指出，吳李兩人1日第一次接觸，談

到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問題，李克強很快

有回應，也沒有用「研究研究」等模糊字

眼，他認為「相當程度展現他（李克強）

的誠意及對（回答）問題的重心」，吳敦

義對李克強留下深刻印象。

對於媒體詢問台灣有人批評吳李會時互

稱「先生」的問題，吳敦義表示，應該要

用健康心態來看兩岸交往，他與李克強互

稱先生「不就是兩岸交流時『對等與尊嚴』

的體現嗎？」

重申先經後政 先易後難

吳敦義同時又就兩岸進行政治對話提出

3要件，包括「兩岸誠意和善意」、「內部

共識」以及「民意支持」。吳敦義提到自

己提出的「求同存異、兩岸和平、講信修

睦、民生為先」新16字箴言中，「講信修

睦」是引用自《禮記》中〈禮運．大同〉

篇，就是希望兩岸透過一次次交流對話累

積互信，創造和睦關係；至於建立「內部

高度共識」，他認為這至關重要，若沒做

到，兩岸對話過程不會順暢。

他又說，這兩個客觀條件接近成熟，還

一定要得到民意支持，接受「立法院」的

監督，兩岸才能進行政治對話；兩岸關係

進一步深化要累積足夠共識與善意，不能

冒失草率、輕舉妄動。他也再度重申「九

二共識」就是「求同存異」，在此基礎上

「建立一個民主的社會」，則是兩岸未來可

以規劃設想的。

至於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日前在北京

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會面時提及「一國兩

區」，吳敦義則沒多做評論。他說，「『兩

岸』已經朗朗上口、深印你我的心」，必須

先經後政、先易後難，「行穩才能致遠」。

台煤：經濟 墨多 政治欠奉

這次「李吳會」亦得到台灣傳媒和學者

的關注。海基會顧問、台灣空中大學教授

李允傑2日投書《聯合報》。他認為，此次

「李吳會」強化兩岸高層互信，聚焦經濟

民生，定調未來4年兩岸將持續經貿合作

優先的願景。

台灣《經濟日報》2日社論認為，吳敦

義提出當前台灣產業界訴求的多項經濟議

題獲得了李克強正面回應，此次會面對經

濟多所 墨，凸顯馬英九將從聚焦兩岸經

濟合作及ECFA後續協商 手，擴大兩岸

互利雙贏，穩固兩岸互信。

社論也指出，目前，兩岸關係前景並非

晴空萬里，雙方互信仍待進一步深化；吳

敦義提出的新16字箴言，凸顯（台灣方面）

以經濟民生為優先的兩岸政策路線，以及

深化兩岸互信、繼續開展和平發展大局的

用心。

香港文匯報訊 日前被台北市政府強制拆
遷的台北士林區文林苑王廣樹一家，要求市
府原地重建；到場聲援的民間團體及學生更
在王家廢墟上搭起大帳篷，準備長期抗爭，
讓建商無法動工。對此，台北市政府發言人
張其強2日表示，土地所有權是王家所有，
所搭起的帳篷有無非法，要看範圍是否佔到
收地的建商或其他住戶土地，這屬建設公司
與王家間的爭議，「市府代為執行的部分已
經結束了」。

土地產權仍屬王家
王廣樹家人2日上午重回現場，整理被建

商棄置在拆屋現場的物品，進行拍照、編
號。王家人說，建商並沒有全部把他們家的
物品移走，還有些散落在當地。張其強表
示，建設公司必須要盡到財物保管的責任，
相關法規有明確規定。
台北市政府28日派出逾千名警察壓陣，強

制執行拆遷令，將拒絕接受都市更新案的文
林苑「釘子戶」王家房子強制拆除，引起社

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抗議聲浪不斷。文林苑
工地外的圍籬，貼滿抗爭紙條，要求立即撤
銷建商建照、原地重建王家；在都市更新條
例修法前，應停止執行有爭議的都更案等。
張其強說，市長郝龍斌3月31日取消參加

博鰲論壇行程後，這幾天陸續向學者專家及

團體負責人請教，討論內容包括都市計劃、
都市更新、相關地政法規或地政實務等。
面對文林苑引起的民眾憤怒，台北市府已

緊急下令緩拆其他釘子戶。台灣內政部長李
鴻源表示，會在3個月內把都市更新條例修
正草案送出，目標在6個月內完成修法。

稱兩岸政治協商需３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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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酒吧夜響12槍 休班警中彈亡

文林苑遭強拆戶 原地搭帳抗爭 個人遊試點月底啟動 穗旅業搶商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綜合

報道）第二批大陸居民赴台個人旅遊
試點城市出爐，廣州、天津、重慶、
南京、杭州、成都等六城市在完成有
關程序後，將於4月28日正式啟動。深
圳、濟南、西安、福州等四城市將於
年內啟動實施。目前相關消息一出，
廣州多間具有台灣遊組團資格的旅行
社，第一時間推出了赴台個人遊的旅
遊產品，還包含多項服務包括高鐵
票、旅遊交通優惠、景點門票等，價
格比團體遊貴約三成。有業者推出的
「機票+4星酒店」整合價格從2999至
4999元人民幣不等。

為台創300億收益
面對第二批開放城市，台旅行界預

期，無論赴台觀光人數或創造經濟效
益，將持續擴大，嘉惠更多行業，業
者引頸期盼。台灣《旺報》報道指，
陸客赴台個人遊第一階段開放3城市、
500人上限，台觀光局估計1年可創造
90億元(新台幣，下同)至150億元外匯
收益；如今開放城市將增加10個、人

數增加，收益面也將持續擴大為180億
至300億元。

業界料不會現「井噴」
儘管旅行社盯緊了台灣個人遊市

場，但有廣州業界認為台灣個人遊開
放後，廣州赴台個人遊人數不會出現
井噴，預計是在5%至10%左右的增
長。業者指，以北京、上海、廈門等
第一批開放赴台個人旅遊試點城市的
政策看來，審批程序相對嚴謹，目前
簽注只針對成年人，而家庭出遊中的
小童、未滿20歲的學生均不能辦理，
這將對赴台個人遊市場的增長限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
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江丙坤
昨（2日）在台北會見四川省政協
主席陶武先時說，今年兩岸兩會第
八次會談將進一步商洽投保協議、
海關合作等重要議題，讓兩岸民間
共享更多機遇與效益。
江丙坤說，過去四年是兩岸關係

最有成就的四年，兩岸兩會恢復協
商後，已舉行七次會談，很快將在
台灣舉行第八次會談。
他說，在大陸沿海耕耘多年的台

商，如今遇到工資上漲、勞力短
缺，以及政府對環保、生態、勞工
保障要求越來越高等情況。台商開
始由南向北、由東往西的佈局和由
加工貿易轉向內銷、由製造業轉向
服務業的轉型。四川有良好的投資
條件，人力豐沛、氣候宜人，投資
環境不斷完善，是台商未來投資的
重要方向。
江丙坤還讚歎四川災後重建「速

度快、效率高」。

川感謝台胞震後支援
陶武先表示，此次率團訪問台

灣，是為了持續推進川台經濟合作
和文化交流向縱深發展。他又感謝
台灣同胞汶川大地震之後伸出援
手，大力支援重建。如今，災後重
建任務已經全面完成，四川仍然美
麗。伴隨新一輪西部大開發、四川
正在建設成渝經濟區和天府新區，
依然是台胞投資興業的熱土。

據中新社2日電

來自大陸江蘇省的
一個旅遊團乘坐的
遊覽車，2日上午
在台灣南投縣中台
禪寺停車場發生撞
樹意外，車上6人
受傷，及後送醫救
治。其中台籍導遊
頭部撞傷，傷勢較
重，5名陸客均輕
傷無大礙。
中央社引述南投

縣警消單位的話
說，這個陸客團有
30餘名成員，上午
9時約10分搭乘遊
覽車抵埔里鎮中台
禪寺中台山博物館
旁停車場停車時，
疑因視線死角，遊
覽車司機未注意到
左側有大樹，導致
車頭擦撞樹幹。

分析：深綠「特赦扁」攪亂民進黨
香港文匯報訊 有台灣本土社團與「一

邊一國連線」熱烈展開爭取特赦陳水扁
（見圖）行動，民進黨中央挺「保外就
醫」、不鼓勵「特赦」，然而包括前主席許
信良、呂秀蓮等「大咖」都大方連署特赦
扁。中評社刊文指出，陳水扁議題再度困

擾有意轉型的民進黨，甚至打亂
民進黨與國民黨的
520攻防策略，也
為即將進入激烈
競爭黨主席的改
選投入激進化因
子。

已經不是民進
黨員的陳水扁
其政治算盤會
牽動民進黨走
向，如火如荼進
行的特赦扁行動
就是一例。首
先 ， 特 赦 扁 議
題，有形無形中讓

民進黨內的意見呈現分歧狀況，許信良與
呂秀蓮簽署特赦連署書與黨中央步調不一
致，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其次，民進黨正在熱烈討論在馬英九

「520」就任時，就「一國兩區」說法採取
何種抗爭形態？是不是要跟美牛瘦肉精議
題掛 ？本土社團與「一邊一國連線」已
迫不及待言明，一定會參加反馬大遊行，
而且大力訴求「特赦扁」議題。

赦扁議題 煽黨內激進壓力
從民進黨的角度，抗議「一國兩區」矮

化台灣主權才是主戰場，加進赦扁議題不
但模糊焦點，還可能使反馬、反「一國兩
區」失去正當性。赦扁議題愈燒愈旺，民
進黨的轉型與黨主席改選的不確定性愈
高，黨內走回激進路線的壓力上升。
文章認為，以扁系實力，雖無法讓其屬

意黨主席候選人達陣，卻有足夠破壞力，
同時透過黨魁改選增加在黨內影響力。赦
扁議題攪亂一池春水，這是民進黨保留看
法的真正原因。

馬祖出土7千年前完整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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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島內傳媒2日報道，台灣考
古專家去年12月在馬祖的軍事管制區亮島，發
掘出一具估計約7900年前的完整人骨骨骸，命
名為「亮島人」。島內考古界形容，「亮島人」
不但是台灣所發現最早的人骨，也是閩江流域
發現最早的新石器時代人骨，更可能是南島語
族所發現最早的人骨，無論對台灣、兩岸及國
際考古學界，均有非凡意義。
馬祖考古隊計劃主持人陳仲玉介紹，「亮島

人」應是在7000多年前，季節性地前往亮島，
而不是終年住在島上。
此外，由亮島貝層顯示，「亮島人」在該島

活動時間約在距今7500到7800年間，且持續長
達三四百年之久。
「亮島人」墓葬方式為古代普遍常見的「屈

肢葬」，即人剛死之時，將其下肢向上屈曲，
如同嬰兒在母親子宮內形狀，然後埋葬。台灣
少數民族直到百年前，仍有「屈肢葬」習俗。
陳仲玉表示，台灣最著名的「屈肢葬」骨骸，
是新北市的十三行遺址，但僅約1000餘年歷
史，而「亮島人」則有近8000年歷史，是台灣
所發現年代最早的「屈肢葬」骨骸。

香港文匯報訊 台北市民生東路的一

家鋼琴酒吧外，昨天（2日）凌晨發生

一宗重大槍擊命案，一名大直派出所王

姓員警和楊姓友人，步出酒吧和四名酒

客在樓梯間爆發衝突，結果遭到對方連

開12槍掃射，造成頭部中彈傷勢嚴重，

經過緊急送醫，其中王姓員警已經宣告

不治，楊姓男子還在急救中。4名歹徒

則是逃逸無蹤，警方懷疑開槍兇嫌等4

人疑似和店家熟識。

台灣傳媒報道，當夜案發現場突然傳

出槍響後，包括樓梯扶手、地板到處血

跡斑斑。根據警方調查，中彈兩人分別

是任職大直派出所的50多歲王姓員警和

25歲的楊姓友人，案發前在樓梯間和另

一間包廂的4名酒客發生肢體衝突，結果

就遭到對方掏槍掃射。警方查出，發生

口角後，王男和楊男原要離開，但4名酒

客中其中1人忽然拔槍，王男見狀，拿手

機打算報案，兇嫌隨即向2人開十多槍。

逐綠營黨魁 蘇貞昌擬下周表態
香港文匯報訊 民進黨中央黨部2日發

佈選舉公告，黨主席、黨代表參選者將於
4月9日至13日領表登記，5月27日由黨員
投票選舉產生。不過，參選黨主席並非普
羅大眾玩得起的遊戲，有意參選者必須先
繳納新台幣150萬元登記費，無論當選與
否都不予退還。

據台媒報道，在黨主席選舉方面，已經
公開宣佈參選的有前台南縣長蘇煥智；考
慮參選的「新台灣國策智庫」董事長吳榮
義與民進黨中常委蔡同榮1日都表示，正
擴大徵詢意見中；前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則
已準備就緒，預定在9日到13日黨內登記
期間，擇日宣佈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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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文林苑被強拆，引來大批市民聲援。

中央社

■赴台個人遊即將啟動，介紹台灣旅

遊的書籍大熱。 資料圖片

■王家王太太（左2）1日在被強拆的舊址鋪

上帆布。 中央社

■「亮島

人」完整

骨骸。

中央社

吳敦義：李克強以誠相待沒敷衍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

強，日前在海南博鰲會見台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代表團名譽團長吳敦義

一行，這場「李吳會」引起了兩岸矚目。吳敦義昨天表示，他對李克強

「以誠相待、沒有敷衍」留下深刻印象。台灣輿論2日分析指出，未來4年

兩岸將持續經貿合作優先的願景，但政治互信有待進一步深化。

■4月1日舉行的「李吳會」，備受兩岸媒體矚目。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