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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大陸海協會會長陳德
銘昨日率團抵達台北，今(27)日與台灣海基會董事
長林中森舉行兩岸兩會第十次高層會談(又稱「兩
岸十會」)。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昨日表示，「兩
岸十會」將簽署兩岸氣象合作協議和地震監測合作
協議，但氣象合作協議不包括霧霾通報機制。
馬曉光表示，關於兩岸以何種方式合作治理霧

霾的問題屬於兩岸環保交流領域，並指「我們支
持並樂見兩岸專家在兩會框架下繼續就環保交流
合作的議題來進行溝通。」
對於兩會下次會談的議題，馬曉光表示，如這

次未能簽署的兩岸避免雙重徵稅的協議，下一步
大家要共同推進的ECFA後續協商的貨物貿易協
議和爭端解決機制協議，以及兩會互設辦事機構
的協議等，都是下一階段需要兩會繼續協商和推

進的議題。

陳德銘抵台 與王會面受關注
陳德銘昨日率團抵達台北圓山飯店，林中森致

歡迎詞時指出，這是陳德銘就任海協會長後第一
次率代表團赴台舉行兩會高層會談，象徵承先啟
後，開創新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陳德銘提到，習近平日前與中國國民黨榮譽主

席連戰會面時曾說「兩岸一家親，共圓中國
夢」，所以他與林中森有崇高使命，要使「兩岸
更加親上家親」，使夢成為現實。希望這次會談
能夠圓滿，為下一次會談提出好的規劃。
據透露，陳德銘在簽署協議後，預定今日下午

與台陸委會負責人王郁琦會面，這也是王郁琦與
陳德銘的首度會面。

張顯耀重申兩會協商不弱化
海協會常務副會長鄭立中與海基會副董事長張

顯耀等昨日就「兩岸十會」正式會談程序、內容
等作最後確認。此次預備性磋商有三項工作：雙
方就商簽的兩岸地震監測和氣象兩項合作協議核
對文本，確認內容無疑義；就會談程序作業，包
括兩會會長、董事長致辭內容等交換意見；梳理
以前曾涉及的和下次會談擬新增的內容，交翌日
的正式會談中討論。
張顯耀重申，海基海協兩會為兩岸和平穩定協

商打下的基礎，未來不僅不會被弱化，還會扮演更
重要的功能。張顯耀說，兩會人員過去協商所累積
豐富的經驗，在未來兩會制度的協商，不僅不會被
弱化，而且還要扮演兩岸更重要的角色和功能。

兩岸將簽氣象合作協議 不含霧霾通報

國台辦：「習馬會」無需國際場合
回應馬倡設「東海行為準則」 盼兩岸同護祖宗基業

台「內閣官員」異動表
新職 姓名 原職
「內政部長」 陳威仁 「行政院」秘書長
「科技部長」 張善政 「行政院」政務委員（科技）
「行政院」秘書長 李四川 新北市副市長
「環保署署長」 魏國彥 台灣大學地質系教授
政務委員（財經） 鄧振中 「國安會」副秘書長
政務委員（科技） 蔣丙煌 台大食品科研所特聘教授

平等協商 逐步解決政治分歧
發佈會現場有台灣記者提問，連戰希望
兩岸能共同正視敏感政治分歧，大陸方面
對此有何看法？馬曉光回應道，對於兩岸
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我們的態度和主張
是，終歸要逐步解決。我們願意在一個中
國框架內，就兩岸政治問題同台灣方面進
行平等協商，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總書
記也表示相信兩岸中國人有智慧找出解決
問題的鑰匙來。
對於兩岸領導人會面的問題，馬曉光
則指出，兩岸共話感情，共商發展大
計，完全是家事，無需借助國際場合。
大陸對於兩岸領導人的會面一直持積極
開放的態度，雙方像一家人一樣經常走

動，共話民族情感，共商兩岸關係大
計，有利於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營造更
好的氣氛，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從而
造福兩岸同胞、造福中華民族。同時兩
岸領導人會面是我們兩岸自己的事情，
不需要借助國際會議場合。「我想明確
了上述兩點，兩岸領導人會面應該是屬
於我們可以並且值得去發揮想像力的方
向。」

習講話體現對台胞真切理解
而針對馬英九昨日對東海情勢提出「東

海空域安全聲明」，呼籲爭議各方制訂涵
蓋海域與空域的「東海行為準則」，包括
「和平解決爭議、盡速雙邊協商，及制訂
東海行為準則」。

馬曉光對此表示，大陸已經多次重
申，兩岸同胞是一家人，維護中華民族
的根本利益，符合兩岸同胞的福祉，也
是兩岸同胞的共同責任。我們認為，雙
方可以就相關問題交換意見。兩岸在東
海、南海相關水域加強合作是我們的一
貫主張，並且進行了多次呼籲。我們希
望兩岸能攜起手來，共同維護老祖宗給
我們留下的基業。
馬曉光並表示，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18日在會見連戰一行時，發表《共圓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重要談話，體現
了關心愛護台灣同胞的真摯情感，言語之
中流露對台灣同胞的真切理解，亦體現了
團結廣大台灣同胞共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之路的誠意和決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孟慶
舒 北京報道）國台辦新聞發言
人馬曉光昨日在例行發佈會上
表示，兩岸領導人會面，共話
感情，共商發展大計，完全是
家事，無需借助國際場合。針
對馬英九所提的「東海空域安
全聲明」，馬曉光回應，兩岸
在東海、南海相關水域加強合
作是大陸的一貫主張，希望兩
岸能攜起手來，共同維護老祖
宗留下的基業。

回應「滅蘇計劃」：無稽之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就媒體問及民進黨稱

北京有「滅蘇(注，蘇指民進黨主席蘇貞昌)」計劃，
馬曉光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關於這個問題，
台灣的輿論已經有了很多的公評，我認為這純粹是無
稽之談，不值一駁」。
另外有記者問及台大醫師柯文哲參訪廈門行程被臨時

取消一事，馬曉光表示，不了解此事，但我們的態度明
確，一向歡迎台灣各界人士多來大陸走走看看，大家來
參訪交流、增進了解，這個立場沒有任何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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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慶舒 北京報道）
針對日本有人提出的「台灣關係法」提案，
馬曉光昨日在發佈會上提醒兩岸同胞要高度
警惕，防止日某些勢力離間兩岸。而針對台
灣孫中山銅像22日遭人拉倒一事，馬曉光回
應，「台獨」分子的做法不得人心，必將遭
到兩岸同胞的共同反對。
針對日本提出「台灣關係法」提案，馬曉

光表示，外交部已就此表明了我們的有關立
場。兩岸同胞要高度警惕，防止日本某些勢
力插手干涉兩岸事務，離間兩岸。相信兩岸
同胞會珍惜並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來之不
易的良好局面。

「獨派」拉倒中山銅像不得人心
而被問及台灣台南市湯德章紀念公園內孫

中山銅像日前被「獨派」人士強行拉倒一
事，馬曉光表示，孫中山先生是中國民主革
命的偉大先行者，受到全體中華兒女的尊
敬。對這一事件台灣的團體和民眾已紛紛表
達憤慨和譴責。「台獨」分子的做法是不得
人心的，也必將遭到兩岸同胞的共同反對。

中山銅像被破壞
藍促賴清德道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針對台南市湯德章
紀念公園內孫中山銅像日前遭「獨派」人士破壞拉
倒，「立法院」國民黨團昨日召開記者會，指責台南
市長賴清德是刻意縱容，應為此負起政治責任公開道
歉，並在6個月內將銅像修復歸位。
中國國民黨昨日召開「中常會」通過決議，嚴厲譴

責破壞孫中山銅像的「獨派」人士，要求執法機關應
依法追究相關責任。
據介紹，這尊孫中山銅像於1965年豎立，當時還由

孫中山的長子孫科剪綵，也經過台南市文化資產審議
委員會認定應該保留。

鼎泰豐收麵包蟲恐嚇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
北市警方昨日表
示，鼎泰豐信義店
遭不明人士放置恐
嚇信件，內有活體
麵包蟲和冥紙，恐
嚇意味濃厚。警方
比對信件內容物和
郵戳，發現和蕭敬
騰接獲恐嚇信雷同，不排除是同一人所為。
警方表示，因恐嚇信內僅有麵包蟲和冥紙，未有要

求贖金或不滿字眼，已調閱監視器，並循線擴大追查
歹徒犯案動機及身份。

火鍋龍頭「鼎王」被爆粉沖湯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麻辣火鍋界龍頭
「鼎王」，一向標榜湯頭是用中藥與蔬果天然熬煮而
成，但有媒體昨日踢爆，「鼎王」湯頭根本是由粉末調
製而成，猶如「胖達人」麵包事件翻版。對此，「鼎
王」創辦人陳世明出面否認，還披露曾收到黑函恐嚇，
決定懸賞500萬元新台幣(約130萬港元)揪出幕後黑手。

爆料者還指控「鼎王」食材也有問題，他將湯頭、火
鍋食材送去島內知名檢驗大廠化驗，卻驗出含有農業、
汞、鋁等重金屬成分。
鼎王餐飲集團發言人梁靜軒昨日指出，「鼎王」的網

站上沒寫到天然，承認有放坊間的雞湯塊；對造成消費
大眾恐慌及疑慮，「鼎王」表示抱歉。

台「內閣」大改組 李鴻源去職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
道，台灣「行政院」昨日公佈新
一波「內閣」改組名單，6名首
長級官員異動(見附表)，加上副
首長，幅度遠大於日前第一波調
整。「內政部長」李鴻源去職，
由「行政院」秘書長陳威仁接
任。
「行政院」表示，配合組織改

造，新成立的「科技部部長」由
「行政院科技政務委員」張善政
接任；李鴻源因學校借調期滿決
定返校，由陳威仁接任；「環保
署署長」沈世宏離職，由台灣大
學地質系教授魏國彥接任。
另外，「行政院」秘書長由新

北市副市長李四川接任；負責督
導財經業務的「政務委員」薛琦
離職，由「國安會」副秘書長鄧
振中接任；負責督導科技及食安
業務的「政務委員」則由台灣大
學食品科技研究所特聘教授蔣丙
煌接任。

調整顯示加入TPP決心
外界解讀這波人事調整中，
鄧振中接任負責督導財經業務
的「政務委員」，顯示馬英九

及「行政院長」江宜樺全力推
動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及東協區域廣泛經濟夥
伴（RCEP）的決心；而蔣丙煌
接任「科技政委」一職，顯示
當局想加強食品安全管理。
異動名單中，李四川出任「行

政院」秘書長，外界也解讀是江
宜樺「內閣」向新北市長朱立倫
借將，顯示「馬政府」與朱立倫
互動良好。

李鴻源：無所謂不和
李鴻源說，「政務官去留就這

麼回事，心情很好。」他認為，
長官或部屬無所謂不和，意見不
一可以討論，有不同看法很自
然，呼籲外界不要擴大解讀。他
指出，自己決定回學校任教，未

來也不會投入選舉。
江宜樺表示，期待改組後行政

團隊的整體運作更為順暢，並能
加速落實馬英九的施政理念，所
有異動規劃皆是他和馬英九充分
討論後決定。

台媒：江李心結已久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中國時報》報道，從春節延宕至今
的「內閣」二階段改組啟動，「內政部長」李鴻源首當其
衝，其中淵源，有江(江宜樺)李(李鴻源)一路累積的不對盤。
李鴻源從2012年2月6日起擔任「內政部長」至今，正是
江宜樺一路升任「行政院副院長」，進而接掌「閣揆」的時
間。美麗灣事件是兩人此時期共事的序曲。江宜樺當時算
「行政院」的「菜鳥」，但觀察到「法院」陸續對美麗灣違
法作出判決，可是「中央部會」有相關決策權的「內政
部」，卻一路任此事由地方政府處置，引來公民團體圍剿，
導致行政團隊遭民意不諒解。
從美麗灣到大埔，至於後來的清境、戶政系統出包，李鴻

源都未在第一線解決問題，甚至讓烽火延燒「內閣」，於是
江宜樺說什麼，都得處理李鴻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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