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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聯合報》報道，大陸知名
經濟學家吳敬璉前天表示，台灣應善用契機，在
兩岸共同市場平台上以企業為主體，展開產業深
化合作。
吳敬璉日前在南京兩岸企業家紫金山峰會上聽

到台商希望大陸政府強化優惠政策，讓台資企業
發展更好。吳敬璉表示，大陸工資、勞動力成本
上升非常快，況且大陸產業界也與台灣一樣，已
擁有自身創造新技術能力，台商企業以往的優勢
不再。
吳敬璉看好兩岸共同市場平台，對雙邊產業對
接的利多優勢。兩岸共同市場是時任「行政院
長」蕭萬長二○○一年所提出的雙邊合作平台，
期待運用區域經濟概念，加強雙邊投資、農漁業
合作，達成雙贏。
吳敬璉舉面板產業為

例，今年台灣面板產業面
臨產能過剩、銷售疲軟，
大陸未來也可能遇到類似
情況；若能利用兩岸共同
市場將面板產業做大，或
許是一個契機。
吳敬璉建議「有競爭才

能創新」。在此平台上，
應以企業為主體，透過競
爭及合作解決「如何創
新」這根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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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地區「副總統」吳
敦義的小兒子吳子均入伍後被「憲兵」選入負責馬英九衛
哨的台軍332營。預計一至兩周後，就會負責馬英九中興
寓所的站哨勤務。屆時將出現台灣地區副領導人之子到地
區領導人官邸站哨的場景。
吳子均今年24歲，在美國唸書畢業後，9月17日入伍服

役，被「憲兵」332營（專門負責馬英九中興寓所、吳敦義
和平寓所、馬英九母親位於景美寓所守衛）選中。據稱，
吳子均很可能本周開始執行勤務，台軍「憲兵指揮部」也
證實這項消息，但強調吳子均的作息、訓練與其他士兵一
致，沒有特權，站3班哨共6小時。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正服刑的前台灣地區領
導人陳水扁因嚴重睡眠呼吸中止症，12月14日在台中榮民
總醫院接受手術治療，切除扁桃腺。院方指出，陳水扁在
睡眠檢查中，睡眠中呼吸停止及呼吸不順的次數達到平均
每小時35.8次。該病症若長期持續，將可能傷及腦部等器
官。負責手術的醫生陳記得表示，手術很順利，陳水扁已
回到病房療養，但最少需休養一周。

吳敦義子將站崗馬英九寓所

患睡眠呼吸中止症
陳水扁切扁桃腺

■吳敬璉指出台灣應
善用兩岸共同市場的
機會。 網上圖片

張志軍將會王郁琦鋪墊「習馬會」
討論兩岸互設機構 開啟官方政治對話

今年十月ＡＰＥＣ亞太經合會，「陸委會主委」王
郁琦與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會後彼此稱呼官

職銜「主委」與「主任」，創下兩岸事務主管機關首
長「第一次接觸」的歷史。張、王兩人也承諾，雙方
主管機關將設立常態溝通機制，並實現互相訪問。

會談地點首選南京
據了解，「陸委會」已緊鑼密鼓規劃「張王會
談」，將由王郁琦率團主動出擊，準備在明春訪問大
陸，目前以南京為首選，上海、廣州也有可能。
時間方面，春節前因「立法院」可能召開臨時會審
查服貿協議，王郁琦必須列席，所以「張王會談」可
能性不高；至於春節之後，可能性較高，但會遇到海
基會、海協會舉行第十次高層會談，以及大陸準備召
開全國人大、政協兩會。

根據規劃，王郁琦率團約十人小組的形式，行程不
會太久，大概三天。「張王會談」的對話議題可能
有：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兩岸開放媒體常駐等。
至於會談形式要採取沙發式排列的對談，或是談判長
桌的對談形式，會後是否發表共同聲明或召開共同記
者會，目前還在內部討論，也與對岸密切聯繫商討，
尚未定案。
對於當前「張王會談」互訪的安排情況，「陸委

會」前天指出，兩岸雙方先前已達成互訪共識，目前
各自在進行規劃的工作，如相關安排確認，也會充分
向外界說明。

首位「陸委會主委」登陸
當「張王會談」登場，兩岸官方脫下「兩岸兩會」

的白手套。王郁琦可望是首位踏入大陸地區的「陸委

會主委」，更具高度政治意涵。從台灣的角度，「張
王會談」是從互稱官職銜作為突破口，開啟兩岸官方
的政治對話。
從大陸的角度反觀，則是落實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所

言：「兩岸政治分歧終歸要逐步解決」，而大陸會把
「張王會談」視為政治對話的起點，接下來就要推進
政治談判，最關鍵就是兩岸和平協議。張、王兩人實
現互訪之後，隨兩岸官方互動溝通機制化，「習馬
會」安排將浮上枱面。

香港文匯報訊 據《聯合報》報道，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與「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將

相互訪問，「陸委會」研擬在明年農曆年後由王郁琦率團登陸與張志軍會面，地點傾向南

京、廣州或上海，擬討論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開放媒體常駐等議題，首度開啟官方對

官方的政治對話。對兩岸關係具有承先啟後的意味，也為未來的「習馬會」預先鋪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12月15日是兩
岸「大三通」啟動五周年。廈門海關5年來共監
管直郵兩岸函件、包裹、快件788.1萬件，361.32
噸，其中多為食品、衣物等一般親友間往來的禮
品和日常信函。
「大三通」即兩岸直接「通郵、通航、通

商」。「大三通」實施後，作為《海峽兩岸郵政
協議》指定的大陸方面8個郵件封發局之一，廈
門對台特快專遞業務
開始起步。
廈門海關人士介紹
稱，目前，兩岸直郵
業務已非常穩定，在
正常情況下，一般在
3—4個工作日內（含
交寄日）可寄達收件
人。

香港文匯報訊 據《聯合報》報
道，台灣推全募兵制達成率低，招
募人數僅達三成多，「行政院」跨
部會議昨天決議「加薪」，提高志
願役士兵勤務加4000元新台幣（下
同）（折港幣約1046元），並大幅
調高一、二級外島的加給百分之六
十。
這項新措施將由人事總處簽核，

下周送「行政院長」江宜樺核定，
趕在明年一月一日施行。

一二級外島再加4400元
相關官員透露，目前台軍在外島

的加給，分成一、二、三級，官員
認為，大小金門服役已非艱苦地
區，因此僅同意調高一、二級外
島，二級外島將調高百分之六十。

「國防部」認為，志願役士官也
是由志願役士兵升上來，若僅調整
士兵勤務加給、不調整士官，將有
失公允，建議讓現行的勤務加給，
一致調整為一萬元（折港幣約2600
元），即軍官維持一萬元，士官由
八千元（折港幣約2092元）調高為
一萬元；上述建議將做成甲、乙兩
案，由「行政院長」江宜樺定奪。
官員表示，志願役士兵加薪4000
元後，月薪資將由目前二萬九千元
（折港幣約7586元），調高為三萬
三千元（折港幣約8632元）；若分
發到一、二級外島，每個月將可再
增加近一萬七千元（折港幣約4446
元）的收入。這項調薪方案，整體
財務預計增加三十多億元（折港幣
約七億八千萬元）。

部分高階將領建議，每月加發四
千元誘因有限；不如將志願士兵簽
約四年的加給共十九萬二千元（折
港幣約50224元），在入伍時一次
發放，如未服滿四年，就必須追
討。他們認為，來當兵的青年往往
都有經濟壓力，這筆近廿萬元的款
項，可以協助還清助學貸款等債
務，或成「人生第一桶金」。

「大三通」五周年
廈台直郵逼800萬件

台銀彈留人 志願兵加薪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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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軍擺出人偶宣傳募兵。
網上圖片

■廈門海關是內地監管兩
岸直郵的主要部門之一。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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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市民馬先生近日自

稱是三國馬超後人，其保存
的傳承了100多年的2本家

譜，記錄十九代的馬氏後人。
曹操後人之前通過DNA進行技
術鑒定，首次相聚。自稱馬超後
人的馬生民，希望相關學者也能
進行馬超後人的 DNA 鑒定對
比，完善馬氏家譜。
馬生民指自己經營公司，前段

時間聽說曹操後人通過DNA技
術，確定為曹操後人，如果有時
間倒是考慮我們馬家也能進行
DNA的鑒定。目前，在學術方
面對馬超的研究並不像對曹操那

樣全面，進行DNA鑒定需要時
間。馬超的墓地現已知的主要有
兩處，一個是在陝西漢中市勉縣
定軍山附近，另一個是在四川新
都。 ■《華商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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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花東

莞報道） 一名東莞女性當街虐
打女童的視頻近日在網絡上引起
網友一片聲討。網友紛紛表示要
人肉搜索片中的女人，並將其繩
之以法。長近5分鐘的視頻中，
一個表情憤怒的女人腳踢自己趴
在地上的女兒並強行拖行該女
童。在民警過來制止時，對民
警爆粗口，聲稱自己在教育女兒
「打死也不用你們管」，並且欲
搶奪周圍人的拍攝設備，該女並
未表示後悔及慚愧，當街引發路

人聲討。
上傳者當
時是在東
莞拍攝，
該視頻引
起網民點
擊和熱烈
討論。眾
多網友紛
紛譴責，
該女行為
已經涉嫌虐待未成年兒童，警方
應將其帶走並依法予以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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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三環北段有一座

「中固石油」加油站，從遠
處看跟中國石油沒有什麼區

別。而這座「中固石油」加油站
也被網友稱為「山寨版中國石
油」。12月11日，該加油站因
涉嫌侵犯註冊商標專用權，被工
商部門勒令遮擋相關標誌。
最近，有市民反映在東三環北
段有一座中固石油加油站，除名
字外，該加油站的商標、樣式，
員工服裝都容易與中國石油的加
油站混淆。該加油站裝修佈局，
幾乎和中國石油一模一樣。仔細
觀察才會發現中國石油的標誌大

部分為黃色，僅有一小部分是紅
色，而「中固石油」的標誌全是
黃色的。「中固石油」和中國石
油的工作人員一樣也穿黃色上
衣，藍色褲子，細微的區別在於
中國石油員工的衣服上印有「中
國石油」字樣，而「中固石油」
員工的衣服上沒有印字。

■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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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尊重達50多公斤的毛澤東金像13日在深圳展出，
耗資人民幣1億元。金像由張明娟與曾一兵等內地20
多位師傅打造，採用傳統的宮廷金細工、花絲鑲嵌等
方式，歷時8個月，用黃金、翡翠、寶石製造而成。
金像長52公分、寬80公分、高83公分，重50多公
斤，底座則是白玉製作，長138公分、寬128公分、
高100公分。這個毛澤東金像首展後，未來將安放在
湖南韶山毛澤東紀念園。 ■鳳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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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錢數到手抽筋啦。」成都市民黃先
生12月9日搬了4大箱零鈔到銀行存款，其
中五毛鈔票14萬張，10元紙幣2.8萬張。為
了數清楚這些零鈔，銀行五個職員同時上
陣，數了7個小時才結束。
成都市民黃先生搬了4大箱零鈔到銀行存

款，共計35萬餘元，其中5毛的紙幣有7萬
元。因為點鈔機不能辨認5毛零鈔，也就是
說有14萬張小毛票只能手動點數，這項巨
大工程，讓成都一家銀行的5名工作人員整
整數了7個小時。

裝鈔箱高至人膝蓋
黃先生開一輛麵包車來到一家銀行的

沙河支行昭覺橫街分理處，把裝零鈔的4
個大箱子推進了存款大廳，箱有人膝蓋那
麼高。一共找了5個工作人員幫清理紙
幣。把紙幣拿出來整理平整後，工作人員

邊數邊捆紮，100張紮成一疊，14萬張，足
足紮1400疊，還有2.8萬張10元紙幣。
分理處主任王佼指銀行有規定，客戶存

錢，不管什麼情況，都要受理。雖然附近
小商販挺多，但是這種龐大數量的小鈔票
卻是第一次。 ■■《華西都市報》

存款17萬張鈔票
銀行5人數7小時

遼
寧

50公斤毛澤東金像

據專家考證，這些「西周雞蛋」距
今約2800年，是目前我國發現

的年代最早的雞蛋實物。

倡孵化西周小雞
這罐「西周雞蛋」令很多網友食指

大動，充滿好奇。有人指看蛋殼上有
土，貌似還是土造松花蛋，想知道味
道如何。有人則有理有據地分析，蛋
應該是生的，因為醃鹹蛋要封口。亦
有網友戲稱西周皇室姓姬，所以這不
能叫雞蛋，還有的建議提取DNA，孵
化西周小雞。
盛放「西周雞蛋」的陶罐出土於江

蘇句容浮山果園的一座西周墓葬，學

名為「西周幾何印紋硬陶瓿」。陶罐
出土時，考古人員意外發現裡面居然
裝滿了雞蛋。這些雞蛋蛋殼很薄，直
徑在3.1至4.2厘米左右。由於年代久
遠，陶罐裡的雞蛋都已石化，出於保
護文物的考慮，南博方面沒有將這些
雞蛋提取出來，從入庫到展覽一直保
持出土時的原貌。

掀熱議
南 京 博 物 院 歷 史

館，一罐出土於西周墓

葬的雞蛋引起觀眾濃厚

興趣。西周距今數千

年，由於歷史久遠，而

且雞蛋或許是最為貼

近生活，引起網民

熱烈討論，有人建議

把蛋吃掉，又或是孵

化西周小雞。

■光明網

■■莞婦打女視頻莞婦打女視頻。。
本報深圳傳真本報深圳傳真

■其中一個馬超墓位於陜西省漢
中市。 網上圖片

■■位於西安市位於西安市，，名為名為「「中固石中固石
油油」」的加油站的加油站。。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銀行職員正在點算零錢鈔票銀行職員正在點算零錢鈔票。。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原隻西周雞蛋原隻西周雞蛋，，網網
友對蛋的味道充滿好友對蛋的味道充滿好
奇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放在罐內的西周雞蛋放在罐內的西周雞蛋，，蛋蛋
殼上有泥土殼上有泥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