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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軍25日赴台 兩岸政治新突破
四天三市一縣18項訪程 與大學生交流受關注

國台辦主
任張志軍的
首次訪台日
程在行程前
5 天 最 終 宣
布。4天3市
1 縣 18 個參
訪行程，相

信是經過兩岸事務主管部門的反
覆仔細磋商後定下，細細劃分，
實際可見三個面向。

首先是與陸委會主委王郁琦的
兩次會面，也是此行的核心內
容。自王郁琦登陸兩岸相關部門
建立起溝通機制後，並未形成完
整的運作鏈條。尤其是島內「服
貿風波」後，兩岸關係前景一度
蒙上迷霧。張志軍此行，不僅將
令溝通機制的運作鏈條完整化，
預估對於兩岸間遇到的瓶頸點，
也會成為溝通重點。

其次是與新北、台中和高雄市
長的會面，是在縣市層面上，了
解台灣社會運作的考量。與高雄
市長陳菊的會面，雖然沒有安排
餐敘，但是2個小時的會面時間
內，可談的內容很多。作為綠營
唯一在此行中有機會與張志軍會
面的人選，陳菊能夠將代表大陸
官方的思路，直接明了轉達於黨
內，為民進黨思考兩岸政策提供
第一手參考。

最後，在行程中佔據最大篇
幅的，便是與台灣基層民眾的
互 動 。 儘 管 難 以 在 短 短 時 間
內，照顧到所有群體，但是這
份安排滿滿的行程裡，安排探
訪 2009 年「八八風災」中幾乎
滅村的高雄小林村，可見張志
軍的決心。

由於台灣社會的多元性，張志
軍此行聽到「嗆聲」的可能性不
小 。 但 既 能 成
行，表明兩岸官
方對於張志軍的
台島首行是充滿
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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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民進黨代表連署籲「凍獨」 百漁民圍海軍基地 抗議演習損生計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海軍原定18日在屏東

九鵬基地展開10天的實彈射擊演習，恆春半島漁民號召30
艘漁船、上百漁民包圍基地要求停止演習，部分漁民更抬
棺抗議。台軍方昨日表示，由於漁民的抗爭，所有的海上
射擊演習都暫停。軍方並趁夜撤除近海海面浮靶及岸邊迫
砲陣地。
當地漁民認為，軍方連年在作業海域炸射，是捕魚量

遞減的原因之一，恆春區漁會總幹事鍾玉芳與軍方溝通
時表示，「為了漁民生計，不准射飛彈」。漁民昨午撤
出九鵬基地，鍾玉芳表示，只要軍方進行海上演習，漁
民就會去抗爭阻止，直到軍方拿出誠意解決問題。
據悉，九鵬基地是台灣各項飛彈試射的重要基地，每

年平均實彈射擊演習超過30次以上。

湘農民合作社赴台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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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研接收在台服刑陸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

沖北京報道）最高人民法院
昨日召開發佈會稱，最高人民
法院正在起草有關辦理接收在台
灣地區服刑的大陸居民返回大陸
服刑案件的司法解釋，並計劃就認
可和執行台灣法院民事判決、認可和

執行台灣仲裁裁決分別重新起草發佈系
統性的司法解釋。同時，大陸方面呼籲台
灣盡早將大陸法院的調解書和支付令納入
認可範圍。

台未明確認可陸判決
今年是《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

互助協議》生效5周年。最高人民法院新聞
發言人孫軍工介紹，目前，兩岸司法互助
在地域範圍上已經實現了全覆蓋。自2009

年6月協議生效實施以來，人民法院共辦理
涉台送達文書、調查取證、罪贓移交和裁
判認可司法互助案件37423件。
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來曾陸續出台4個

關於認可和執行台灣法院判決等法律文書
的司法解釋。
孫軍工表示，目前，最高人民法院計劃

就認可和執行台灣法院民事判決、認可和
執行台灣仲裁裁決分別重新起草發佈系統
性的司法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兼港澳台司

法事務辦公室主任郃中林指出，台灣地區
尚未明確認可大陸民事裁判的既判力(意指
確定裁判的效力)，也尚未將大陸法院的調
解書和支付令納入認可範圍。他認為，這
需要台灣有關方面本落實協議約定和互
惠原則，盡快加以解決。

香港文匯報訊 民進黨7月20日將召開黨代
會，前「立委」陳昭南、郭正亮等人，昨日趕
在7月全代會提案截止最後1日，到民進黨秘書
處遞交「凍結台獨黨綱」的黨章修正提案。提
案起草人並包括前陸委會副主委童振源、美麗
島電子報副董事長吳子嘉等，目前連署黨代表
已達40人，超過一般黨代表提案所需的20人。

無必要自絕於兩岸議程外
提案強調，兩岸交流日益正常化，經常往來
大陸的台商、台幹，每年約有150萬人，雙方
亦已簽訂諸多協議，民進黨實無必要限於「台
獨黨綱」，自絕於兩岸議程之外，坐視國共兩
黨壟斷兩岸話語權、詮釋權與主導權；應採務實交流，
保障「台灣主權」現狀和最大利益，並追求兩岸和平發
展。
陳昭南昨日受訪時表示，提案主要希望幫助民進黨完
成最後一哩路，為了民進黨、為了台灣好，不要讓兩岸
議題成為民進黨重返執政的障礙。

中南部選民保守 料成阻力
提案起草人之一、陸委會前副主委、政治大學國家發
展研究所長童振源坦言，民進黨內有因素導致不容易凍
結「台獨」黨綱，包括民進黨權力結構多是中南部縣市
長和民意代表，而中南部選民強調保守、主體性。

另方面，多名民進黨「立委」也已搶閘表態，不支持
「凍結台獨黨綱」。蔡其昌聲稱，現在討論是否凍結
「台獨黨綱」，意義不大。因為1999年「台灣前途決議
文」事實上已經一定程度取代「台獨黨綱」。他認為，
兩岸可以穩健交流最重要，民進黨願務實態度穩健發展
兩岸關係。
分析指，去年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曾提出

「凍結台獨黨綱」，在黨內曾掀起熱議，但是蘇貞昌主
導的「中國事務委員會」就對「凍獨」未置一詞；而基
本教義派也反彈，認為是「危險的信號」。依蔡英文向
來對重大爭議「冷處理」模式，「凍獨」能否成功，還
得看她願不願意趁早解決這個遲早都要面對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舒婕 綜合報道）兩岸事務主管部門昨日同步宣

佈，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將於25日至28日展開任內首次訪台行程，其間將與

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兩度會面。陸委會發言人吳美紅指出，張志軍此

訪是在兩岸事務主管機關負責人定期互訪的共識上推動。學者認

為，張志軍此次訪台可說得上是兩岸政治互動的新突破，並

顯示出兩岸事務主管部門已建立起一個常態交流機制。

據公布，張志軍在4天內共安排了18項行程
（見表），除與新北、高雄、台中市長會面

外，其他均為與包括台農、中小企、大陸配偶等在
內的島內基層民眾互動的行程。其中，張志軍將會
在高雄與大學生交流並一起進餐。

晤三市市長 行程單純化
據台灣陸委會公佈的行程，張志軍與陸委會主委
王郁琦將於25日及27日分別在新北市與高雄市會
面，其中25日下午為正式會面並會召開記者會，
27日傍晚則為較為輕鬆的茶敘，與今年二月王郁
琦赴大陸時的行程安排相仿。
對於張志軍除了與新北、高雄、台中3個市長會
面、餐敘外，並沒有安排與島內其他政要會面問
題，陸委會發言人吳美紅表示，兩岸事務部門溝通
後，希望張志軍此行盡量單純化，避免政治性活
動。

重視青年議題 對台政策反應快
與台灣基層民眾會面交流是張志軍此行的重頭
戲，上周在福建廈門參加第六屆海峽論壇時，張志
軍就先行到台灣廟會與參會台胞互動，座談時亦十
分認真記錄台胞提出的關於兩岸交流的意見，「暖
身」意味顯著。

行程中，張志軍將先後與台灣鄉里長、台農、原
住民、大陸配偶、中小企業代表、漁民、學生等各
行各業的台灣民眾接觸。
台灣時政評論員田金麗認為，在張志軍僅有3
次的公開餐敘中，就安排了與高雄義守大學學生
共同用餐，期望了解台灣年輕世代對於兩岸交流
的想法與建議。「我們注意到兩岸官方在海峽論
壇上，都對青年交流的議題格外重視，也都提出
了各自的看法，張志軍的行程在論壇大會結束後
敲定，顯示大陸對台政策反應機制已經非常迅
速。」
吳美紅表示，兩岸官方正常交流互動有助於兩岸

關係和平穩定的發展，符合台灣人
民的利益，希望各界能用健康、理
性的態度來看待有助於兩岸制度化
的交流互動。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台港澳研究

所執行所長嚴安林分析認為，張志
軍此番訪台，可以說得上是兩岸政
治互動新的突破，或可稱其為一個
新的進展。與王郁琦的會晤，也顯
現出國台辦和陸委會已經建立起了
一個常態的交流機制，同時也是雙
方互訪機制的常態化。

陸委會：沒安排「張蔡會」

25日
上午 搭機抵台
下午 與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在桃園

諾富特飯店進行第二次「兩岸事務首
長會議」（「張王二會」），會後雙
方各自召開記者會
26日
上午 在新北市汐止參訪社區活動

中心，和里長、基層民眾及陸配互
動，參觀公共托育中心；並由新北市
長朱立倫陪同參觀市政建設與會面
下午 到五股拜會中小企業並與業

者代表座談，前往烏來與泰雅族原住
民交流
晚上 與學者專家進行交流
27日
上午 赴高雄與市長陳菊會面，參

觀市政建設，參訪小林村並與村民簡
餐
下午 參訪果園、佛光山及義守

大學，並與兩岸學生座談及共進簡
餐
晚上 張志軍與王郁琦在高雄舉行

茶敘

28日
上午 參訪高雄市

前鎮漁港；赴台中市
霧峰林家參訪，由
台中市長胡
志強陪同參
觀市政建設
下午 赴彰化縣鹿港

天后宮出席活動後，搭機離台
■資料來源：台灣陸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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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訪台，
外界關注是否與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會面。中
央社引述陸委會表示，若蔡英文有意願，願
意代為聯繫，但目前為止沒有相關安排。
另外，據《自由時報》報道，由反服貿學生
領袖林飛帆、陳為廷等人組成的公民團體近日
要求，在兩岸監督條例立法前，不應進行「張

王會」。其中林飛帆表示，希望邀請張志軍針
對「台灣的前途是否應由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
決定」一事，進行公開辯論與討論。
對於有學生團體要求與張志軍會面辯論，

陸委會表示，也向陸方轉達學運團體要求，
大陸方面表示「注意到相關訊息」，但陸方
沒有進一步表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青霞 長沙報道）湖南省首期農
民合作社理事長赴台培訓班昨日在長沙舉行開班儀式，首
批50名學員當天搭乘航班抵達台灣參加培訓，將在為期一
周的時間內，前往台中、南投、台南、高雄、花蓮、台北
等多地，實地考察台灣當地農場和農會。
據湖南省政府副秘書長陳吉芳介紹，組織湖南農民合作

社理事長赴台灣參加培訓，旨在學習借鑒台灣現代農業，
特別是農會發展的經驗，開闊合作社領頭人的視野，提高
合作社的創新發展水平，增強合作社帶領農民闖市場、奔
小康的能力，以此推動湖南農民合作社的又好又快發展。

台漁船急駛印尼
船長疑遭漁工挾持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屏東東港漁船「國榮333
號」快速駛向印尼，船長陳致文疑似遭到12名
印尼籍漁工挾持，親友接連幾天都連絡不上陳
姓船長。漁船主人林進西說，昨日報案發現漁
船以航速9節快速駛向印尼，但撥打衛星電話
始終無人接聽，擔心船長可能被挾持。「國榮
333號」只有船長1人是台灣人，其餘12名船
員皆是印尼籍。

■柯建銘早前提出「凍獨」屢遭阻礙。圖為台南「一邊一國連
線」此前聯合促柯離黨。 資料圖片 ■漁民駕駛小艇分散包圍海軍基地。 網上圖片

■張志軍。資料圖片

■■張志軍張志軍（（右右））與與
王郁琦王郁琦（（左左））22月在月在
南京紫金山莊舉行南京紫金山莊舉行
「「張王會張王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王郁琦。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