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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慶舒 北京報道）中國國民
黨榮譽主席吳伯雄率黨內高層訪問團於12日中午抵達
北京。吳伯雄表示，此次來訪主要目的是拜會新任的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落實國共交流平台，展開第
一次「習吳會」，並同習近平主席交換意見，鞏固兩岸
多年和平發展的成果，使之穩固向前。有台媒大膽預
測，吳伯雄北京行或意味台灣當局正在「悄悄調整」
兩岸政策，開始為政治議題談判做出準備。

吳：此訪時機上非常重要

吳伯雄表示，此次「習吳會」，是中共十八大與兩
會、大陸新領導班子上任後，兩黨首度最高層級會
晤，吳伯雄也是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正式授權與
習近平進行對話的第一人。
吳伯雄說，「尤其這次拜訪，是習近平總書記上

任第一次，今後5年、10年大陸方面都是他領導，彼
此交換意見，希望這麼多年和平發展的成果，得來
不易，大家好好維護不要讓它倒退，能夠穩固向
前，我想對方也會表達這樣的意思」。
吳伯雄提到，「馬主席一直對兩岸的問題非常嫻

熟，他本身對兩岸的事務也鉅細靡遺，非常了解，
這幾天他以認真嚴肅的態度在跟我下指示。」

據媒體報道，吳伯雄抵京後在下榻飯店時再次表
示，這是他在大陸更換新任領導人後，第一次率團
來訪，「時機上非常重要」。吳伯雄說，與習近平見
面交換意見後將有記者會，也會公開雙方在會面時
的發言。
對於「習吳會」可能商談的內容，吳伯雄沒有透露

太多，但強調會清楚表達馬英九的想法。根據官方內
部訊息，此次會晤議題包括，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
構，擴大深化經貿文化、教育交流，以及兩岸ECFA
後續協商服務等內容，可望進一步促進兩岸關係。

台媒：或為政治議題準備

2005年4月「胡連會」後，國共對話平台成型，成
為台海穩定器。就「習吳會」，島內媒體大膽預測，
種種跡象顯示，吳伯雄北京行或為政治議題談判做
準備。
「中央日報網路報」報道說，馬英九曾鄭重強

調，「不推動台灣獨立、不推動一中一台、不推動
兩個中國」。他以黨主席身份委託吳伯雄會見習近平
時，這「三不」將會是兩黨除了重申「反對台獨、堅
持九二共識」之外，增強政治互信的又一明確宣示。
中評網也分析道，馬英九近日表示有關兩岸政治

協商早就已經展開，目前海基會、海協會所商討的
兩岸互設辦事機構議題，就是政治協商的開端。若
從「廣義政治對話」來考量，這種表態或許意味
當局的兩岸政策正在「悄悄調整」。
據悉，國民黨北京訪問團12日晚出席了國台辦主任

張志軍的接風宴，今天中午將與北京市委書記郭金
龍會面，下午除了重頭戲「習吳會」，晚間全國政協主
席俞正聲在釣魚台國賓館設宴款待吳伯雄一行。

習吳會今登場 鞏固兩岸和平發展成果
端午設宴迎伯公
張志軍感慨良多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12日

晚在北海公園仿膳飯莊為

吳伯雄一行設宴接風。

據台灣隨行人員蕭旭岑透露，張志軍表示在

北海公園請客人吃飯，感慨頗多。感慨之一是

北海公園前身為皇家苑囿，若無辛亥革命推翻

帝制，今天雙方也不會在此會面，而國民黨又

同辛亥革命有極大關聯，追憶往昔，觸景生

情。第二點感慨是北海公園歷史豐富，在此宴

請台灣客人，很有意義。感慨三是會面當日是

端午節，端午是中華民俗，是兩岸共同的節

日，也是紀念憂國憂民屈原投江的日子。他在

端午能跟國民黨訪問團一聚，也頗有意義。

據透露，此次宴請純粹出於接風考慮，並未

涉及政治議題。雙方淺嘗茅台，並享用了傳統

北京點心。 ■本報記者 孟慶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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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台漁民兇手 面臨刑事起訴
菲律賓調查報告出爐 揭海防「台船撞菲船」謊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舒婕 綜合報道）距離

菲律賓公務船射殺台灣漁民事發一個月，各方關

注的調查報告終於出爐。菲律賓國家調查局日前

將「廣大興28號」漁船案調查報告呈交司法部，

已建議對涉及槍殺台灣漁民事件的菲海岸警衛隊

人員提起刑事控告。台灣方面亦將偵結該案，擬

依殺人罪起訴菲律賓開槍殺人者，最重可處終身

監禁。

今年5月9日，台灣漁船「廣大興28號」在台、菲重疊
經濟水域內遭菲律賓公務船上的海岸警衛隊隊員槍

擊，65歲船員洪石成中彈身亡。其後，菲總統阿基諾指派
菲國家調查局介入調查。菲司法部長德利馬11日已證實，
收到國家調查局的調查報告。

菲人員不知漁船機房位置

12日出版的菲國英文大報《每日問詢者報》頭版頭條報
道稱，一名了解這項調查的消息人士透露，菲國家調查局
在報告中，列出了多名參與開槍射擊台灣漁船的海岸警衛
隊隊員，以及直接造成台灣漁民死亡的隊員身份。
對菲海岸警衛隊一直聲稱「台灣漁船曾試圖撞擊菲公務

船」，這名消息人士透露，菲國家調查局的調查已推翻了
海岸警衛隊的這種說法。但調查認為，台灣漁船當天遇到
槍擊時位處菲律賓水域。
菲海岸警衛隊此前也曾聲稱，「開槍是為了打漁船機

房，迫使漁船停下」，對此，菲國家調查局指出，彈道測
試和檢驗結果顯示，開槍射擊的海岸警衛隊隊員根本不知
道漁船上機房所在位置。
報道稱，這名消息人士拒絕透露菲國家調查局到底是建

議以涉嫌「謀殺」還是以涉嫌「殺人」罪名，對涉案的海
岸警衛隊人員提起控告，但證實調查人員確實討論過這兩
種控罪，因為涉案人員用「優勢火力」對付「未持武器的
平民」，但台灣漁民被槍擊死亡卻「並未經事先預謀」。
截至北京時間12日中午11時，菲律賓政府尚未正式對外

公佈菲國家調查局報告的內容。菲司法部長德利馬曾透
露，國家調查局的報告由她呈送總統阿基諾，最終由阿基
諾親自決定是否對外公開。
值得關注的是，菲國家調查局官員此前已公開宣稱，涉

及槍殺台灣漁民事件的菲海岸警衛隊隊員可能會面臨刑事
控告。菲總統發言人陳顯達日前也強調，希望菲國家調查
局的調查能為解決菲律賓與台灣之間的緊張局面「鋪平道
路」。

台擬以殺人罪控告開槍者

不過根據一周前台菲雙方在菲律賓的閉門會議結論，雙
方對於以何種罪名起訴兇手仍存在分歧。台灣地區領導人
馬英九定調，菲海防隊員故意掃射「廣大興28號」，已經
構成「謀殺罪」；菲方則傾向認定為「輕率殺人」或「一
般殺人罪」。根據菲律賓法律，殺人罪分為三級，第一是
最重可處終身監禁、最輕20年徒刑的謀殺罪；其次是判12
年以上、20年以下徒刑的輕率殺人罪；刑度最低為判6月
以上、4年以下的一般殺人罪。
根據台灣方面目前調查結果，認定開槍的菲律賓海岸警

衛隊人員有故意殺人的嫌疑，涉犯殺人罪嫌，可處死刑、
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且因具有公務員身份，加
重其刑二分一。台灣希望菲律賓依該國法律追訴兇嫌、審
判並執行。

■劉志軍（左）和吳伯雄一行到北海公園赴宴。

本報記者孟慶舒 攝

菲媒披露調查報告內容要點
■報告稱，台灣漁船「廣大興28號」上月9日遇到槍擊時

位處菲律賓水域，但漁船沒有撞向菲律賓公務船。

■菲海岸警衛隊曾經聲稱，「開槍是為了打漁船機房，迫

使漁船停下」。但彈道測試和檢驗結果顯示，開槍的隊員

根本不知道漁船上機房所在位置。

■確認開槍的海岸警衛隊人員身份，包括誰人發射的子彈

擊斃台灣漁民洪石成。報告建議向涉案人員提出刑事檢

控，但未決定是否控以謀殺。

香港文匯

報訊 據新
華網報道，
就兩岸互設
辦事機構，
台灣地區領
導人、中國
國民黨主席
馬英九日前
在 台 北 表
示，希望台
灣 能 在 北
京、上海、

廣州設辦事機構，一方面幫助台商，
另一方面也能解決申請證照、探視等
諸多問題。
馬英九在當天下午出席大陸台商工

商建設研討會活動時說，對於兩岸關
係的決策程序是「先急後緩、先易後
難、先經後政」。他在未來不到3年任
期的兩岸工作重點，包括「擴大與深
化兩岸交流」、「兩岸互設辦事機構」
與「修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等三個
方向。

觀光業受惠兩岸關係發展

他說，國民黨執政後能這麼快完成
開放「三通」、大陸觀光客赴台等目
標，原因在於2005年國共兩黨領導人
宣佈「五項共同願景」，這五項願景
在國民黨「十七全」與「十八全」中
都被列入黨綱。
馬英九說，兩岸到現在共簽了18項

協議，達成2項共識，兩岸關係和過
去已完全不同。兩岸從沒有班機往

來、假日包機，到現在每周有616班航班，平均
一天86班，台灣到大陸50多個城市都有航班，機
位供不應求。
他表示，大陸赴台觀光客增長速度是過去無法

想像的。目前開放大陸遊客來台「個人遊」3年
已達20多萬人次，將來還會逐漸增長。兩岸關係
的發展徹底帶動台灣的觀光旅遊業，不論旅遊、
交通、百貨都得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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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舒婕

廈門報道）台菲對射殺「廣大興
28號」漁民兇手的定罪量刑料出
現較大分歧，菲律賓內部傳出可
能輕判兇手的風聲。台灣軍事評
論員田金麗表示，如果菲律賓方
面避重就輕，台灣民意定然不會
接受，對菲律賓的制裁措施也將
繼續。
田金麗分析指出，由於馬英九

「醜話說在前頭」，對於最重要也
是最基礎的的緝兇嚴懲一項，若
菲律賓方面的結論無法達到台方
要求，後續賠償等問題就無從談
起。雙方雖然在部分證據差異上
達成初步共識，但對於定罪量
刑，台方必定堅持依罪嚴懲的立
場，這是島內民意最大訴求，
「這是無從妥協也不能妥協的。」

田金麗進一步指出，依據當前

形勢，台灣必須持續常態化護
漁，展現官方實力與決心。2014
「七合一選舉」日益迫近，馬英
九要挽民意於低谷，「廣大興28
號」事件是需要謹慎合議、果斷
出拳的轉捩點，一旦有所差池，
不但會進一步重創馬政府民望，
馬本人一直追求的「歷史定位」
更難以
實現。

菲若避重就輕 台必持續制裁

菲再購美二手巡邏艦 擬派往南海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據菲律賓《每日詢問者
報》報道，菲律賓向美國購買的第二艘巡邏艦「拉
蒙．阿爾卡拉斯」號，已從美國南卡羅來納州的查
爾斯頓起航，開始了前往菲律賓的旅程。據悉，菲
律賓政府計劃派遣該巡邏艦往南海「維護主權」。

可與美國防部網絡通信

「拉蒙．阿爾卡拉斯」號是一艘美國海岸警衛隊
退役的「漢密爾頓」級巡邏艦，其外形尺寸和排水
量相當於大型導彈護衛艦，滿載排水量為3,250噸，
艦長115.21米，寬13.10米，吃水6.07米，艦員編制

167人。菲律賓在去年購得此
艦，這艘巡邏艦經過了翻新
和改裝，共耗資1,550萬美
元。預計在8月初抵達菲律
賓。
「漢密爾頓」級巡邏艦是

美國海岸警衛隊所用過的除
破冰船之外最大的艦艇，其
一大特點是動力系統強勁。
該級巡防艦可以在不補充燃
料的情況下，持續航行
14,400海里。這一級別的巡
邏艦配備有先進的中小口徑
火炮及指揮系統，具備一定

的防空能力。另外，「漢密爾頓」級巡邏艦在改造
後具備了與美國國防部進行網絡通信的能力，也方
便了美國海軍對南海資源和海洋資料的搜集。

阿基諾聲稱捍衛主權

此外，據台灣中央社報道，菲律賓12日慶祝獨立
115周年紀念，阿基諾三世當天上午在馬尼拉的波尼
法西奧廣場出席獨立節升旗典禮，他在演說中表
示，菲律賓政府珍惜先烈以生命換來的自由和主
權，也呼籲其他國家尊重菲律賓的主權與領土。他
聲稱，當主權遭到挑戰時會挺身捍衛。

■菲律賓《每日詢問者報》昨日披露菲國家調查局的調查

報告內容，直指菲律賓海岸警衛隊須負責任。 中央社 ■被菲律賓海岸警衛隊隊員開槍掃射的台灣漁船「廣大興28號」船身彈孔達52處。 資料圖片

■「拉蒙．阿爾卡拉斯」號從美

國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頓起航

前往菲律賓。 網上圖片

■馬英九表示，大陸

赴台觀光客增長速度

是過去無法想像的。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