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5 中國新聞台海新聞 ■責任編輯：方浩權 2014年1月29日（星期三）

兩岸同步宣布 下月11日「張王會」
研官方聯繫機制 國台辦：政治互信不斷增強

民調響警號 藍恐失近半縣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舒婕 廈門報
道）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暨兩岸統合學
會理事長張亞中接受文匯報訪問時指出，
透過此次的「張王會」以及未來雙方的互
訪，在國台辦與「陸委會」之間建立起一
個常態性、制度性的管道，對於政策的制
定與執行，避免因為第三方甚至第四方傳
達而出現信息誤判。

互稱「主任」「主委」機會高
張亞中指出，兩岸事務主管官員實現

1949年以來的首次會面，是65年來的最重
要突破，也可以說是兩岸為官方層面建立
起直接的溝通管道邁出的實質性一步。張
又指，「我相信雙方的稱謂，已經在事前
溝通中確定，互稱『主任』、『主委』的
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習馬會」需更強政治互信
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長張五嶽

則進一步指出，此次會面不僅僅對於雙
方政治互信的鞏固和深化具有一定的正
面意義，更進一步，對於海協會與海基
會互設辦事機構，一定會注入一個重要
的意念。
另外，「張王會」後，是否有機會促
成兩岸領導人會晤，張五嶽則說，「張
王會」本身是建立在政治互性的基礎
上，政治互信如果再進一步深化，當然
有助於「習馬會」進一步的落實，但是
「習馬會」一定會比「張
王會」來的更加的敏感與
複雜，因此還需要雙方積
累更強的政治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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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舒婕、孟慶舒）
兩岸官方歷史性直接會談已確定於春節後
舉行。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昨日宣佈，經
雙方兩岸事務主管部門溝通協商，台灣方
面大陸委員會負責人王郁琦將率團於2月
11日至14日到南京、上海參訪，並與國台
辦主任張志軍就推進兩岸關係交換意見。
王郁琦昨日同步舉行記者會，強調此行會
推進建立國台辦與「陸委會」常態聯繫機
制。

據了解，王郁琦一行將於2月11日上午啟程前往
南京，下午在紫金山莊與張志軍會面，對兩岸

關係發展交換意見，討論「陸委會」與國台辦常態聯
繫機制，及互設辦事機構與希望有人道探視功能，也
有兩岸共同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以及大陸台生的醫療保
障等台方關切議題。

王稱不談政治
馬曉光表示，這是兩岸雙方在堅持「九二共識」共

同政治基礎上，在近來兩岸政治互信不斷增強的情況
下，推進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舉措。大陸方面希望並
相信，兩岸雙方邁出的這重要一步，將有利於加強溝
通，增進了解，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向前發展。
王郁琦昨日同步舉行記者會，指此次出訪主要為
增進彼此相互了解，透過開啟雙方兩岸事務主管機關
負責人的互訪，務實討論兩岸事務相關議題，促進各
自業務的推動。他指出，此行具有象徵兩岸關係進一
步制度化的重要意涵，作為第一位赴陸訪問的「陸委
會主委」，他深感任重而道遠。他特別強調指出，此
次不談政治，預設目標中原本就沒有高度政治敏感問
題。王郁琦並表示，期盼兩岸關係能繼續和平穩定發
展，這也是最符合兩岸人民利益的方式。

綠設議題限制
民進黨政策委員會執行長、陳水扁時期擔任「陸
委會主委」的吳釗燮昨日表示，王郁琦訪陸「張王
會」，所有言行需向民眾說明。吳釗燮就「張王會」
列出應談及不應談議題(見另表)，並表示「張王會」
過程須遵循秉持「台灣主權」、「公開透明」與「國
會監督」三原則。
對於日前有台媒指王郁琦「登陸」將有三方面限
制，王郁琦未證實，但指「互相對對方有要求是正常
的。我會在適當的場合說適當的話。」王郁琦並稱，
如果張志軍沒有提到他是「主委」，他會很失望，但
同時又說，有循序往前走就是好的，就是正面訊息。

不為「習馬會」鋪路
針對馬英九日前表示沒有賦予「張王會」鋪路

「習馬會」的任務，王郁琦表示，馬英九沒有賦予
「張王會」特殊任務是事實，沒有特別交代，但是相
關規劃有向馬英九報告。
根據行程安排，王郁琦一行12日上午參訪中山陵，

下午在南京大學演講，主題是兩岸青年交流；13日乘
高鐵到上海，翌日下午返台。王郁琦指出，他在南京大
學的演講稿到現在還沒定稿，沒有對方審查的問題。

台增兩岸協議審查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王郁琦昨日在記者會上
宣布，在現有兩岸協議運作基礎上，建置「兩岸協議國
家安全審查機制」，作全方位安全評估，已呈報「國
安」高層，未來會逐步推動落實。
王郁琦表示，未來兩岸洽簽的每一項協議，都會經過

兩階段審查。首先由「陸委會」幕僚提報「行政院」跨
部會審查；第二階段送「國安會」，將邀集專家學者審
查，確保不會對「國安」造成威脅。他說，兩岸兩會第
10次會談將簽署的氣象地震協議，會是第一個例子。

民進黨要求「五談五不談」
應談 不應談

■人權自由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
議重啟協商

■落實海峽兩岸食品安
全協議

■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
罪及司法互助協議

■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
促進協議

■一個中國原則
■終止敵對狀態
■和平協議
■軍事互信機制
■統一前政治架構或
兩岸統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立法院」昨
日三讀通過《食品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更名
為《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加入第三方查驗機制，
並將食品摻偽或假冒罰鍰，提高為6萬元到5000萬元
（新台幣，下同）(約1.5萬至1280萬港元)；產品標示
不實者，罰鍰提高為4萬元到400萬元(約1萬至100萬
港元)。
去年10月爆發大統油品添加未經核可的銅葉綠素、

以劣油冒充橄欖油牟取暴利，引起社會譁然，朝野
「立委」紛紛提案修法，總共提出50個修法案，希望
替食品安全亡羊補牢。
不過，台灣《食管法》修法可說是一波三折，早前

因應《食管法》要求食品必須標示香料所有成分，可
口可樂曾威脅要退出台灣，所幸最後找到解套方案。
為避免黑心廠商保有犯罪所得、變相鼓勵犯罪，
《食管法》新增故意犯罪者的犯罪所得除了應發還被
害人以外，其他都要沒收，必要時可以扣押財產。

《食管法》通過
假冒可罰5000萬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民進黨籍前「行政院
長」謝長廷昨日主持廣播節目，邀請有意參選台北市長的
台灣大學醫生柯文哲。謝長廷在訪問時，突然講出「我要
選主席，他（指柯）要選市長」，透露出將參選黨主席的
心聲。
台北政壇盛傳謝長廷有意參選民進黨主席，謝長廷專訪

柯文哲時，一開始先引用柯文哲的名
言「只有參選的問題，沒有退選的
問題」來回答參選黨主席議題。謝
長廷強調，「我就已經在參選
了」，他說參選不需要開記者會宣
佈，要先有理念，再有意願，否則
人民會反感。
節目進行到中段，謝長廷

又再表示，「我要選主
席，他（指柯）要選市
長，都是要先有理念再
意願」。謝長廷在節目
最後又說，「今天專
訪好像是我的參選記
者會」。台媒認為，1
小時的節目，講了3次
參選黨主席，謝長廷參
選黨主席的動向呼之欲出。

謝長廷：我要選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灣科研人員日前公佈
一項研究成果：突變基因導致腦部特定神經回路異常是
自閉症的成因。這項研究還證實，治療肺結核的抗生素，
可以彌補突變基因帶來的問題，能有效改善患類自閉症
小鼠的異常行為，未來可望用於臨床治療。
台灣目前約有一萬多自閉症患者。以往的研究只知

道自閉症源於早期神經系統發育異常，但不清楚是哪
一特定神經回路。因此這項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已刊
登在國際頂尖期刊《自然．神經科學》。

台學者破解自閉症成因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時電子報》及中通社報道，
今年11月底台灣將舉行縣市長等七合一選舉，藍綠陣

營正在陸續推出參選名單。在參選人是誰尚未明確的
情形下，有媒體前日公佈最新民調，「若明天投
票」，國民黨執政縣市將從14席驟降為8席，輸去半
壁江山，現有台北、基隆、台中、彰化、嘉義及澎湖
的藍色版圖大變天，重演1997年民進黨「地方包圍中
央」的政治效應。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書記長林德
福昨日坦承，民調的確是一個警訊。

「地方包圍中央」或重演
在馬英九出訪之際，這項由前「總統府副秘書長」羅
智強在政論節目中發布的民調數據，隨即引起政壇議論。
有兩次大選輔選經驗的羅智強分析，年底縣巿長若藍營
總席次掉1至2席，但保住台北、新北、桃園、台中四都，
就是「小輸」；若超過2席，或四都丟掉任一都，就是
「大輸」；若四都丟掉任兩都，就是「慘敗」。

羅智強認為，七合一選舉結果，對2016大選來說，
恐怕是骨牌效應大於鐘擺效應；若今年底縣巿長「大
輸」或「慘敗」，國民黨想在2016大選翻身，將極為
困難。
他並以1997年縣巿長選舉為例，當時民進黨在23

縣巿中贏12席，還不包括北、高兩市，形成「地方包
圍中央」之勢；後來2000年大選就出現首次政黨輪
替。若今年底再重演當年，藍軍將「從濁水溪移到大
安溪，全面失守！」
國民黨發言人楊偉中公開回應說，尊重媒體民調結

果，黨會重視每一份民調數據，認真參考並檢討；但
「民調落後不會懷憂喪志」，將積極整合地方，推派
出最好的候選人。台北市長郝龍斌說，現在整個大環
境對國民黨較不利，但國民黨沒有悲觀的權利，要全
力以赴，他會協助藍營候選人爭取勝選。

香港文匯報訊 據今日新聞網及中通社報道，台
北地方檢察署偵辦「胖達人」麵包涉嫌詐欺案，以
及藝人小S（徐熙娣）的公公許慶祥、丈夫許雅鈞
等人涉嫌內線交易案昨日偵結起訴。曾站台代言的
小S未被列為被告，不過許雅鈞因自始否認犯行，
規避損失金額高達1301萬元（新台幣，下同），檢
方請求法院對許雅鈞從重量刑，刑期至少3年以
上、10年以下。
「胖達人手感烘焙麵包」宣稱「天然」，卻遭查
獲使用多款人工香精，涉廣告不實，去年8月被以
詐欺罪嫌偵辦。檢方並查出，許雅鈞父子及時任董
事長夫婦自從去年6月得知胖達人由盈轉虧後，陸
續將手中數百張持股全部賣出。許雅鈞等4人涉犯
證券交易法的內線交易罪嫌，被提起公訴。

胖達人案不認罪
小S老公可囚10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男張德正25日清晨
駕駛35噸砂石車衝撞「總統府」，引起廣泛關注。台
北檢方近日查出，「司法院」才是張德正原本要衝撞攻
擊的對象。據了解，張德正認為，自己被控傷害前妻被
判刑，「司法院」對其妻舅偏袒，1年前張德正曾到
「司法院」觀察打探地形，但後因無法達到其效果而打
消。
張德正的哥哥代弟弟提出辯解，表示弟弟做這件事只

想到自己，不想傷害別人；作案前到「總統府」樓前觀
察，覺得25日清晨5時最沒其他人，不會傷及無辜，才
會選在這個時候衝撞，出發點是為了降低傷害。
此外，張德正家屬和委任律師昨日發出聲明，稱警方

在案發當晚，趁張德正傷勢嚴重而急需接受治療時，疲
勞審訊，呼籲檢警符合正當法律程序要求；而對於張德
正行為造成社會大眾不安，家屬表達歉意，並願意陪伴
走完應有司法審判程序，負起法律責任。

撞「總統府」司機 目標原為「司法院」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與澳門樂團Soler的Julio
(胡立歐)結婚剛滿1年的台中市長胡志強女兒胡婷婷，
昨日凌晨在臉書上宣告和丈夫離婚。聲明中沒有詳述
離婚原因，只強調「因為愛，而讓我們走在一起，也
因為愛，讓我們決定放手」。胡志強昨日談到女兒婚
變，數度哽咽落下淚來，表示會幫助女兒渡過難關。

「她覺得世界都粉碎了」
胡婷婷與Julio去年1月結婚，當時Julio赴台在2012
跨2013年的晚會上飆唱情歌，並公開向胡婷婷示愛，

之後馬上閃婚；兩人結婚時，僅相識100多天。胡志
強更是在婚禮前10幾天，才看過女婿。
提到女兒婚姻觸礁，胡志強不諱言「她很心碎，她

覺得所有世界都粉碎了」；胡志強說着便難過地心疼
落淚，同時表示，以他所了解沒有第三者的問題，他
懇求外界別責怪任何人，並稱「我現在最重要的事，
就是照顧我女兒渡過難關」。
有媒體爆料，2人其實根本沒完成結婚登記，對此

胡志強在昨日下午證實「我女兒沒結過婚，戶籍資料
很清楚」。

■■張志軍透過網上媒張志軍透過網上媒
體 向 台 胞 拜 年體 向 台 胞 拜 年 。。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王郁琦在記者王郁琦在記者
會上向媒體拜早會上向媒體拜早
年年。。 中央社中央社

■■羅智強羅智強（（右右））在節目中公布在節目中公布2121縣市長選舉最新民縣市長選舉最新民
調調。。 中央社中央社

■小S早前在胖達人一店開幕禮親餵丈夫許雅鈞。
資料圖片

■■工程人員日前修復工程人員日前修復
遭破壞的遭破壞的「「總統府總統府」」
大門大門。。 中央社中央社

■談到女兒婚姻觸
礁，胡志強哽咽落
淚。 中央社

女兒閃婚閃離女兒閃婚閃離 胡志強淌淚胡志強淌淚
■謝長廷

■■胡婷婷胡婷婷（（左左））和和JulioJulio去年去年

11月結婚月結婚。。 中央社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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