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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對台開放65項服務貿易超WTO
台對陸則開放55項 料本月內簽署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聯合報》報道，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談判完成，在金
融業以外，大陸對台灣作出的65項特定開放承諾，都超出大陸在世界貿易組
織（WTO）所做的承諾，意即提供台灣「超WTO」開放待遇。而台方則對陸
方55項特定開放承諾，其中三分二低於台方在世貿組織（WTO）的承諾，只
有三分一高於台方在WTO的承諾。協議預定五月簽署，年底前生效。
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 、「經濟部」
次長卓士昭周四在「立法院」報告服務貿易
開放項目及對台衝擊與影響。「陸委會」指
出，協議簽署後不論開放市場或調降關稅，
都可拓展台灣國際市場及擴大出口；敏感產
業部分，也充分保障台灣利益。

台商營電子商務可持股55%
依「經濟部」提出的「ECFA服務貿易協
議簡介」內容，陸方對台方開放的內容，可
分成三類：一是開放台商獨資或提高持股比
率；二是擴大台商可提供服務的業務範圍或
地域範圍；三是提供台商在大陸經營的便利
化措施。
其中最大亮點是電子商務，大陸允許台商
在福建所設據點可持股55%，超出陸方對
WTO的承諾，而在福建開設的網站可讓全
大陸網民連線，生意範圍在全大陸，不限福
建。
文創方面，陸方同意簡化台灣圖書進口審
批程序，設立快速通道。另外，陸方允許其
製作的電影可在台灣進行後期製作、沖印，
台灣研發的線上遊戲在大陸的審查期限，也
比照《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
的安排》
（CEPA）明訂為兩個月。

台資獨資醫院設置地點擴大
運輸部分，陸方開放台商合資提供大陸城
間定期旅客運輸服務、獨資設立貨運站、合
資設立客貨運兩用站。海運方面，台商可獨
資在福建經營港口裝卸及貨櫃場，而且資本

額及設立分公司等條件都比照陸資企業。空
運方面，大陸開放台商可獨資設立航空運輸
銷售代理，且最低資本額比照陸資企業。貨
運承攬方面，大陸開放台商在繳齊資本額後
即可設立分公司，不必有一年等待期。
醫療方面，大陸允許台資獨資醫院設置地
點擴大至22個省會城市及4個直轄市，之前
ECFA早收清單中只允許台資在上海市、江蘇
省、福建省、廣東省及海南省獨資設醫院。
在電信方面，陸方開放台商投資網際網路
接入服務、客服中心及境外客服中心等，但
有持股上限；另試點開放台資獨資經營境外
客服中心。

■大陸允許台商在福建設據點經營電子商務。圖為台灣民眾瀏覽淘寶網。網上圖片

陸企在台設旅行社限三家
這次服貿協議內容，台方對大陸開放項
目，集中在金融、醫療、旅行社，另有機場
和港口的貨運承纜業，電信類只開放第二類
電信部分業務。
醫療方面，台方方開放大陸以合資、捐助
方式來台設立財團法人醫院，但外國人及大
陸人合計擔任董事比例不得超過三分一。
電信業部分，開放陸資投資第二類電信特
殊業務存轉網路、存取網路及數據交換通信
服務，但持股不得過半，且不得具控制力。
貨運方面，開放陸資參股港口和機場的貨
運承纜業，但持股不得過半，且不得具控制
力。
旅行業方面，開放陸資企業到台灣獨資設
立旅行社，上限三家，但僅能承作台灣人在
台旅遊。

■台資獨資醫院設置地點擴大至22個省會城市及4個直轄市。圖為台資獨資的上海
禾新醫院。
網上圖片

民進黨「中委會」獨缺謝長廷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 「國安會」秘書長邱義仁和黨內大老吳乃仁。
報道，民進黨中常會近日通
成員之一的蔡英文3日說，黨內的人希望謝長廷
過「中國事務委員會」名 可以參加，應持續爭取謝長廷，並鼓勵黨內意見領
單，由黨主席蘇貞昌親自領 袖參與委員會。她說，「中國事務委員會」應擴大
軍任召集人，黨內要角都參 參與，尤其是黨執政縣市首長在職務公務都必須碰
加，卻少了這一年來積極討 觸大陸事務，若能擴大參與一起討論，是件好事。
論兩岸議題的黨內「理性務
蘇將提「台灣的中國議程」
實派」謝長廷（見圖）
。
民進黨內人士透露，人選揭曉前，陳菊曾當面建
黨內人希望謝可參加
議蘇貞昌，必須將謝納入，但由於蘇赴美行程在
民進黨「中國事務委員會」名單成員還包括，前 即，為避免「中國事務委員會」不斷延宕，影響對
「行政院長」游錫 、前主席蔡英文、「立院黨團」 美遊說，遂提前宣佈名單。另外，蘇貞昌的「中國
總召柯建銘、高雄市長陳菊、台南市長賴清德、前 政策方向」，預料會在下周「中委會」首次會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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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中國時報》
報道，兩岸三黨的微妙互動進程，
「民進黨因素」已愈來愈成大陸對台
工作重要考量。大陸涉台專家、前
北京聯合大學台研院長徐博東日前
在接受《海峽導報》訪問時強調，
大陸對台政策應不分藍綠，平等交
往，做得對的都支援，做得錯的都
反對，不能讓國民黨和馬英九「吃
定」大陸，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要
由國共民三黨來共同面對和解決。
徐博東認為，未來兩岸關係取決
四方因素：大陸、美國、國民黨、
民進黨。其中，有利因素與不利因
素並存。不利因素包括綠營的牽制
與美國的影響，因台灣始終唯美國
馬首是瞻，勢必影響其在兩岸關係
中邁出更大的步伐。
對民共如何互動，徐博東建議，
對待民進黨，應通過和它進行平等
交流接觸，逐步緩和敵意，加深彼
此的了解，培養互信，引導它改正
錯誤，而不是守株待兔，把「目標」
當「前提」
，告訴它「等你改好了我
們再來談」
。

民進黨「務實派」料成主流

長期以來積極鼓勵民進黨人士與
北京對話的徐博東說，民進黨內部
「理性務實派」近來不斷對大陸政策
發聲，這應是對台工作的有利因素。同時，馬
英九在兩岸政策上的保守做法，也已引發藍營
內部不滿，並對其形成壓力。
徐博東所稱「理性務實派」，係指去年訪
問大陸的謝長廷。謝系在黨內雖還屬非主
流，但民進黨若想執政，黨內支援者會愈來
愈多，倘若大陸對民進黨的政策得當，以謝
系為首的「交流派」最終有希望成為民進黨
內的主流。

提出；屆時蘇將拋出「台灣的中國議程」報告，清
楚說明黨的「中國政策」立場，提前為5月底或6月
初的訪美行做好鋪排。
該人士說，儘管蘇未同意，但也沒有說「不
要」；且近期幾位黨大老陸續向謝長廷游說，希望
他能在「團結」基礎上思考加入「中委會」的必
要。由於謝態度有鬆動跡象，讓參與協調的人都認
為「蘇謝合有望」。未料，蘇貞昌宣佈的名單卻沒
有謝，讓整件事陷入膠 。
由於「中委會」編制人數最多可到9人，剩下缺
額，是否為謝預留伏筆？民進黨發言人王閔生表
示，蘇貞昌會持續努力邀謝參加，即便委員名單已
公佈，但還是能「行進間整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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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旺報》
報道，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
有新進展。經雙方談判團隊溝
通，海基會初期將在北京、上
海和廣州各設一館處，形成
「一代表處、二辦事處」格局；
海協會則同意先在台北設代表
處，將來再考慮設其他分館。
知情人士表示，近期海陸兩
會人員密集研商，就互設辦事
機構敲定細節，包括海基會駐
陸分處的設置地點、各館處員
額配置，以及預算經費的編列
等，希望與相關配套法案進度
一致，趕在年底前完成評估與
定案。
據了解，由於兩岸服務民眾
數量差異懸殊，大陸已接受台
方提出「三比一」設館數量的
初期規劃。經台灣「陸委會」
評估，海基會將在北京設置代
表處，並派首席代表進駐，另
還將在上海與廣州設置辦事
處，服務華中與華南地區的台
灣民眾。
至於海協會赴台部分，在台
方建議下，大陸同意初期先在
台北設置代表處，也同樣派頭
銜為首席代表的官員進駐，以
符對等原則。館處員額部分，
由於先前包括「文化部」
、「教
育部」和「衛生署」都表態希
望派員進駐，北京代表處初期
規劃不超過30員額，在各部會
提出需求後，將由「陸委會」
協調統整；基於兩岸服務量體
不同，大陸派員赴台人數將少
於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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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軍唯一女少將調職待退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媒體報道，原任
台灣「國防部」政戰局文宣心戰處長的女
少將池玉蘭（見圖），1日突遭軍方調任
陸軍教準部委員待退。由於池玉蘭是台軍
現役唯一女少將，去留動向頗受外界矚
目。
台「國防部」強調，因池玉蘭已任該職
達4年餘，加上台軍「精粹案」明年有5名
政戰將額將裁撤，池玉蘭久任一職恐影響後進升遷，經檢討
才將池玉蘭調職，職務由政戰學院副院長余宗基上校接任。

丈夫大陸經商引發關注
不過，據台媒引述軍方透露，池玉蘭的夫婿黃鎮遠也是退
役少將，2人是台軍史上首對將軍夫妻檔，傳為美談。不過黃
鎮遠退役後到大陸經商，而池玉蘭又負責台軍思想教育和機
敏的心理作戰業務，引發不少關注。事實上，這一年多來，
無論是「立委」或軍方內部，都有要求池玉蘭去職的聲音，
因而評估她不宜再續任相關職務才檢討調職。
池玉蘭是在2008年7月，以「國防部」軍事發言人職務獲晉
任少將軍階。軍方人士指出，如果池玉蘭退役，未來一兩年
內，還看不出有女性晉升少將的可能性。

台大學生對釣島問題冷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東南網報道，台灣大學生寧願為一件都更案
靜坐請願，也不願為釣魚島問題走上街頭。針對近日釣魚島風
波不斷，大學生又對此「冷感」
，「釣魚島公民教育計劃」辦公
室將於今年度繼續辦理「認識釣魚島研習營」
，擴大關注度。

釣島研習營擬在3大學舉辦

民進黨市議員 涉公款招募黨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
道，民進黨黨員入黨風波延燒基
層，繼黑道入黨後，台灣新北市
民進黨籍議員張晉婷（見圖）也
被爆料，指稱她以透過發放建議
款的方式，要求五股區體育會下
轄各委員會主委協助招募黨員。

有人開價1人1千新台幣
據台灣「今日新聞網」報道，有民眾爆料指稱，
新北市議員張晉婷利用其身為五股區體育會理事長
的身份，在日前召集體育會下轄各委員會主委開
會，並在會議中要求體育會各單項委員會主委每人
協助招募10人入黨，若達到目標，則以撥發建議款
給各委員會「作為補助」
，並在日前陸續撥款。
對此，張晉婷受訪時則是大聲喊冤，她坦承，日
前確實曾經召開體育會會議，並在會中向與會人員
表示，由於地方選舉很混亂，加上在地民進黨人士

都在不斷招募黨員，「對大家傷害很大」
，所以如果
有主委認同她從政理念與服務，希望能夠幫忙推薦
民眾加入民進黨，「我當時是用議員的身份，並不
是理事長的身份」
。
張晉婷說，地方上確實有人積極招募民眾加入民
進黨，甚至還有人開出1人1,000元(新台幣，下同)的
價碼，「這對我們這些從政者傷害很大」
，所以她才
會在會議中請主委們幫忙推薦民眾入黨。

張晉婷掌建議款撥發權
對此，不願具名的新北市議員則表示，儘管民進
黨中央日前訂出黨員見習制的規定，不過民進黨基
層從政者招募黨員早已「互搶、廝殺」
，地方上派系
更是公開互鬥，「消息應非空穴來風」
。
他表示，地方對於張晉婷公開在體育會招募黨員加
入民進黨的傳言已久，「張晉婷還握有建議款的撥發
大權，如果主委招募的黨員多就發10萬建議款，招募
少的就只發5萬，為了拿到建議款，誰敢不配合？」

該辦公室助理宋佳倫表示，本次研習營擬深入校園，在台
灣昆山科技大學、世新大學、台中教育大學舉辦，時間分別
為5月18日-19日、5月25日-26日、6月1日-2日三個時間段，主
要參加對象為關心釣魚島問題以及保釣運動的大學生、中學
生，及相關課程的老師，也歡迎一般社會人士加入。
本次研習營話題包括 「釣魚島的歷史、地理、地質、資
源」、「釣魚島的法律問題：主權、漁權、礦權的歸屬問
題」
、「釣魚島問題的來龍去脈」
、「保釣運動」
、「釣魚島問
題與國際局勢」、「釣魚島問題與兩岸關係」
、「保釣運動與
台灣社會」等。

台日漁業會議下周二台北登場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媒報道，「台日漁業委員會」首次會
議將於7日台北登場，屆時雙方將就釣魚島後續議題進行溝通。
這是台灣亞東關係協會會長廖了以和日本交流協會會長大
橋光夫4月10日簽署「台日漁業協議」
，決定建立「台日漁業
委員會」此一平台機制後，啟動正式運行的第一步。
而為了因應漁業協議內容，台灣「立法院」3日也三讀通過
「漁業法修正案」
，增訂外籍漁船及漁業從業人員日後在台灣
專屬經濟海域作業，依漁業協議規定辦理，排除適用漁業相
關法令規定。全面落實「台日漁業協議」內容。
釣魚島周邊海域即將迎來捕魚旺季，為了對漁場糾紛防患
於未然，雙方在首場會議中計劃加緊制定包括漁獲量在內的
作業規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