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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王會」明登場 兩岸邁新階段
王郁琦首訪大陸 南京大學演講受關注

王郁琦11日至14日率團赴大陸訪
問，訪問及媒體團總計超過100

人。加上大陸各地媒體，預料屆時南
京紫金山莊將擠進200多名記者，「張
王會」受重視程度不言可喻。

重點建互信 料鋪陳「習馬會」
「陸委會」官員透露，在11日下午

舉行的「張王會」將不會主動提及
「習（近平）馬（英九）會」，因為2
個小時不可能解決較複雜且高層次的
問題，但關鍵是彼此建立互信及主管
兩岸事務機關常態化溝通機制。據了
解，當「陸委會」與國台辦建立常態
性機制後，「習馬會」的推動，枱面
下的工作多於枱面上的。
台方多次提出「習馬」在APEC北京
會的主張，大陸方面正反意見都有，還
有待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在對台工作會議
定調。不過，台方兩岸談判官員觀察首
次「張王會」在春天舉行，如果張志軍
不久就能回訪台灣，那麼「習馬會」就
有機會在秋天鋪陳。

「對等」為基調 區隔兩岸媒體
王郁琦訪陸既不同於海基海協兩會的
模式，也不同於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受
到的禮遇規格。「陸委會」官員說，王
郁琦不講究規格，但以「對等、尊嚴」
為基調，王屆時會有禮遇通關，會有禮
賓車，會有警車開道，但不會鋪紅地
毯。國台辦副主任陳元豐明日上午將到
南京祿口國際機場接機。

有別於過去「陳(雲林)江(丙坤)會」
的安排，此行「張王會」，媒體採訪
首度區隔成台灣媒體和大陸媒體，團
員人數台灣和大陸各約百人，「陸委
會」負責台灣媒體，國台辦負責大陸
媒體，雙方採訪時將會各自劃定採訪
區域。

演講談青年交流 媒體比照連宋
「張王會」翌日下午，王郁琦將到

南京大學演講。兩岸2005年後展開密
切的政黨交流，國民黨榮譽主席連
戰、親民黨主席宋楚瑜都曾在大陸重
點大學發表過演說。擁有官方身份的
王郁琦，其在南京大學的演講是否會
傳遞出兩岸關係或政策方面的更高涵
義，以及將帶來何種效應，備受廣泛
關注。
據透露，隨大陸愈來愈多學生到

台灣求學，兩岸青年化解雙方的隔
閡，成為兩岸日後交流互動時，愈來
愈重要的課題，王郁琦的演講將以兩
岸青年交流切入。
連戰2005年在北京大學發表題為
「堅持和平，走向雙贏」的演說，當
中多次提到台灣自由開放與民主化的
經驗，被外界喻為兩岸「破冰之
旅」。宋楚瑜2005年在清華大學以
「世界有多大，中國的機會就有多
大」為題演講；當中，宋楚瑜宣揚台
灣人本精神，並倡議兩岸和解，反對
「台獨」的立場，則被喻為「搭橋之
旅」。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明日(11)首訪大陸，

當日下午2時與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舉行首次「張王會」，這是兩

岸事務主管機關——國台辦與「陸委會」負責人首度正式會晤。

綜合台媒報道，台「總統府」人士指出，兩岸官方交流制度化啟

動後，就不能回頭，兩岸關係會進入嶄新階段，「張王會」成果

外界可拭目以待。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聯合報》報
道，在「張王會」之後即將舉行海基海協
兩會第十次高層會談(又稱「兩岸 10
會」)，消息人士表示，由於兩岸租稅協議
的內部溝通尚未完成，「立委」、台商、
會計業者仍有不同意見，兩岸兩會第十次
高層會談可能不會簽署租稅協議，只簽兩
岸氣象合作和地震監測協議。

屢經波折 原定2009年簽署
消息人士指出，兩岸租稅協議在「立法

院」的溝通過程不太順利，在台商、會計
等相關業者也有雜音，因此，原訂在兩岸
兩會第十次會談簽署的租稅協議，目前傾
向再度暫緩簽署。
租稅協議是兩岸制度性協商以來，歷經
最多波折的協議。早在2009年陳江會談
時，原訂簽署「兩岸避免雙重課稅與稅務
合作協議」，當時因技術問題暫不簽，如
今又因內部溝通未完成，再度暫緩簽署。

連戰下周訪京 再會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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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兩岸事務主管官員首度正
式會面，被視為兩岸關係發展史上重大進
展。據中央廣播電台報道，對於「張王
會」能否進一步促成兩岸領導人習近平和
馬英九會晤(「習馬會」)，學界看法兩極。

正方：促進關係發展
台灣文化大學陸研所教授蔡瑋認為首次

「張王會」可說是兩岸政治互信關鍵的一
步，雖然雙方還不至於就兩岸政治議題進
行談判，但對兩岸關係發展已有進一步促
進的作用。
蔡瑋認為「張王會」促成「習馬會」的困

難度確實相當高，但他也指出，兩岸有多大
的創新思維，就能創造多少的可能性。他
說：「如果能夠做到，這個也是好事一樁。
現在是從營造氣氛到創造條件的一個發展過
程，往這個方面去走。除了兩會之外，兩岸

的主管機構能夠從事務性到政策性，進一步
再促成兩岸最高當局見面，將會是兩岸關係
發展史上重大的成就。」

反方：不可能的任務
台灣淡江大學陸研所教授楊景堯則認為

「張王會」和「習馬會」沒有特別的關聯
性。他指出，「習馬會」比「張王會」更
加敏感、複雜，除了得處理稱呼和會面場
合，也得要有實質的具體成果，若只是單
純會晤，沒有太大意義，因此「習馬會」
是不可能的任務。
美國李奇蒙大學政治系教授王維正認為

「張王會」促成「習馬會」可能性不大。
他分析，大陸方面有其政治考量，台灣內
部也會有爭論，且從雙方的兩岸事務負責
人會面，躍至領導人會晤層級，似乎太趕
了一點。

能否促成「習馬會」 學界兩極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海網報道，年底的「七
合一」地方選舉是馬當局第二任的期中考，也
是2016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的前哨戰，朝野不
僅對內將有一番激戰，對外也搶打「兩岸
牌」，一場選舉，牽動兩岸關係未來走向。
馬當局背負施政績效不彰的包袱，短期之

內若沒有振興經濟的特效藥，「七合一」地方
選舉勢必艱困。從最近馬英九急召核心幕僚金
溥聰返台接掌「國安會」，為兩岸領導人「習
馬會」鋪路，意在藉推動兩岸新局，補回他
在「內政」的失分。
在野的民進黨，過去在兩岸議題屢屢失分，

其「台獨黨綱」，是中間及泛藍選民無法放心
主因，也讓兩岸論述成為國民黨專利。民進黨
深知，要重返「執政」，兩岸政策不能再走模
糊路線。
最近民進黨兩岸政策論戰升溫，繼去年成立

「中國事務委員會」並召集華山會議，民進黨
「2014對中政策檢討紀要」日前出爐，一個兩
岸政策，天王各自表述，「台灣共識」、「憲
法共識」、「憲政共識」滿天飛舞，都在搶兩
岸論述的話語權。
最近高中課綱「中國」改「中國大陸」的爭
議，民進黨反應激烈，還揚言「執政」六縣市
拒用教科書。對「中國」的矛盾情結，顯然仍
緊緊絆住了民進黨。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聯合報》報道，有80年歷
史的台灣基隆港西二、西三碼頭倉庫，見證台灣光
復、日本人戰敗返國、國民黨百萬大軍撤退到台等關
鍵歷史事件，即將上映的台灣影片「KANO」也在此
取景，但兩座倉庫面臨拆除，電影畫面將成最後身
影。

登台唯一入口 被喻「台灣嘴巴」
台灣古蹟學者李干朗說，這兩座碼頭倉庫是「台灣
的嘴巴」，是當年登台唯一入口，見證歷史，「如果

拆掉，將來一定後悔。」
李干朗說，台灣光復後，日本人在這裡搭船撤退；
四年後國民黨百萬大軍也從這裡登台，西二、西三碼
頭及倉庫都是歷史見證者。後來台灣子弟到馬祖當
兵，這裡是淚別家人、情人的「惜別海岸」。
1930年代，基隆港是日本的「殖民港」，當時蓋

了八座碼頭倉庫，現在只剩西二、西三兩座。兩座倉
庫都被列為都市更新對象，基隆港務分公司拆掉西三
倉庫要蓋客務中心和海港大樓，基隆市府尚未完成西
二倉庫的細部規劃。

保留五組鋼樑 融入新建築
雖具歷史意義，不過基隆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日
前仍決議「有條件通過」拆除案，西三倉庫僅保留五
組跨樑，作為日後蓋新樓時「構建保存」的鋼樑。基
隆市文化局長張建祥表示，文化保存和都市發展應共
生共榮，保留五組鋼樑將融入新建築，「換一種方式
來說老倉庫的故事」。
李干朗對此則表示，保存五組鋼樑是應付輿論的作

法，保存歷史不能只象徵性地保留殘件。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聯合報》報道，中國國民黨榮
譽主席連戰17至19日將率團訪問北京，並與大陸領導人
習近平見面。據透露，與去年一樣，此行仍定調「走春、
訪友」，至於細節、行程，相關人士保持低調，只說近日
會對外說明。若確定，這也是連戰與習近平兩人繼去年
「習連會」後二度會面。

緊接「張王會」 議題成焦點
兩岸「張王會」周二登場，這是兩岸事務負責人首度見
面，備受關注；連戰緊接訪問北京，時機敏感，也讓連戰
方面很低調，堅持不願對外透露，以免失焦，突生枝節。

由於台當局極力爭取希望促成APEC「習馬會」，連戰
與習近平見面會談什麼、是否會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及國台辦主任張志軍，都將成為
焦點。
連戰2005年「破冰之旅」後，多次出訪大陸，逐漸構
建兩岸溝通及交流管道，去年則以「走春訪舊」再訪北
京。
去年「習連會」是兩岸高層在中共十八大後首次會面，

具有高度意義，兩人會談氣氛良好，更被解讀是對兩岸溝
通有正面效益。但連戰在「習連會」上提出十六字原則，
台「總統府」稱事前未知會也引發爭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連戰兒子、中國國民黨
中央委員連勝文於美國時間8日表示，對於是否參選台
北市長，思考已經到了最後階段，他會在2月底前給出
答案，絕對不會拖過2月。
連勝文近日訪美，接受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邀請，參

加「台聯之夜」活動。在參與會員的鼓動下，建議連勝
文「選日不如撞日，不如今晚就宣佈出來競選」。
連勝文在回覆時首度鬆口說，「如果有這一天的話，

還真的要麻煩大家，那麼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可能
真的有機會要麻煩大家」。
在回答記者詢問是否對參選台北市長一事已有答案

時，連勝文強調，目前他還沒有是否參選台北市長的答
案，就算要宣佈，也是回到台灣才會宣佈。

連勝文參選機會高
晤台商稱「麻煩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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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見證日本戰敗 基隆港倉庫將被拆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中國時報》報道，
元宵節兼西方情人節周五登場，全台各地燈會
活動邁入高峰。根據台當局採購資料顯示，今
年各縣市燈會編列的公務預算，高達4億多元
(新台幣，下同)，其中台灣燈會主場南投縣耗資
2億元最多，相當於一所偏鄉小學40年所需經
費。節慶文化是否燒錢大賽，引發議論。
此前的聖誕節、跨年煙火秀一晚「燒」掉1.5

億元，曾讓全台中小學校長協會發表聲明呼
籲，別把下一代教育經費都燒光。■■民眾在新北市平溪區放飛天燈民眾在新北市平溪區放飛天燈。。 新華社新華社

■■「「飛馬獻飛馬獻
瑞瑞」」主燈主燈。。

中央社中央社

■習近平(右)去年2月在北京會見連戰。資料圖片

■基隆港
西三碼頭
倉庫面臨
拆 除 。
網上圖片

■連勝文與
華盛頓的台
胞會面。

中央社

燈會燒燈會燒44億億 夠小學用夠小學用4040年年

■碼頭倉庫
是當年登台
唯一入口。
圖為1950年
代士兵在倉
庫前集結。

網上圖片

■張志軍(左)與王郁琦
的「張王會」引發廣
泛關注。 設計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