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丙坤!

!"#$

年
%$

月

出生!台湾南投县人"

!"&"

年毕业于台湾省立法商学院

地政学系 !

%"'%

年获得日

本东京大学研究院农业经济

博士" 曾任台湾当局经济事

务主管部门负责人# 台湾地

区立法机构副负责人! 在岛

内享有 $经贸推手% 之誉"

$(()

年出任中国国民党副

主席"

$((&

年
)

月!江丙坤以

国民党副主席身份率领国民

党大陆参访团访问大陆!被认

为是$开启了国共两党之间党

与党对话的先声%"

$((*

年
&

月
+,

日!江

丙坤被选为海基会董事长"

,

月! 江丙坤率海基会代表

团来到北京! 同海协会进行

会谈! 这是两会商谈中断
"

年之后举行的首次会谈"

%%

月
-

日!江丙坤与海

协会会长陈云林在台北会

谈! 这也是两会领导人首次

台北会谈"

江丙坤喜好阅读# 听音乐

和打高尔夫球" 妻陈美惠!育有

+

子
%

女"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海基会董事长
江丙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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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至
(

日

陈云林江丙坤台北落座!两会签署四项协议

为应对正在蔓延着的国际金
融危机! 中国货币政策近来频频
发力! 以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
发展的势头"在

!"

月份连续两次
降息之后!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又
披露目前已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
不再加以硬约束" 业内人士对此
评价!这一有力举措指向明确!意
在有效释放银行资金活力! 为经
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央行新闻发言人李超在接受
记者专访时指出#$这个举措同当前
降息等货币政策是一脉相承的!均
意在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力争
把这场危机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
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保持中国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 &

从货币政策上来看! 央行近

期适时调整公开市场操作力度以
保证流动性供应! 多次下调存款
准备金率和银行基准利率! 扩大
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浮幅度!支
持居民首次购买普通住房! 释放
保经济增长和稳定市场预期的市
场信号十分明显%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锡军认
为!最近货币政策的频繁调整!不
断释放流动性!以促进经济活力!

这正是灵活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必
要之策%

$央行取消信贷管控!正是顺
应了市场变化! 给了商业银行更
多的灵活性! 提高了积极性和主
动性!增强了资金运用的活力% &

一位银行高管如此表示%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央行取消信贷约束
释放银行资金活力

新华社珠海
!!

月
"

日电

第七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今天在珠海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出
席并宣布开幕"

#

日上午
!"

时!张德江宣布
第七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开幕"开幕式结束后!张德江观看
了精彩的飞行表演! 参观了航展
馆! 并出席珠海航空产业园开园
仪式" 他还参加了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检验中
心与珠海市人民政府' 中国商用
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与美国通用电
气商用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与中国气象局
等单位的签约仪式"

本次航展于
!!

月
#

日至
$

日举行"与历届航展相比!本届航
展规模更大!共有

%&

个国家和地
区近

'""

家航空航天厂家参展!

为历届之最"

第七届珠海航展昨日开幕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日前!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获悉!中国政府决定制定(国家人
权行动计划)!对未来两年中国人
权事业的发展作出规划% 这是中
国第一次制定 (国家人权行动计
划)!是中国政府贯彻落实$国家
尊重和保障人权& 的宪法原则和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
措%

据了解!该(国家人权行动计
划)将通过全面系统地制定'落实

促进和保障人权的工作目标及措
施!进一步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全
面推进我国人权事业发展! 促进
社会和谐%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内容将涉及完善政府职能! 扩大
民主!加强法治!改善民生!保护
妇女 '儿童 '少数民族的特殊权
利! 提高全社会的人权意识等与
人权相关的各个方面%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由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和外交部共同牵头
组织制定%

我国将制定首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国家统计局
#

日发布的报告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快
速提高! 城市数量

("")

年末达
'&&

个!比
!$)*

年增加
#'(

个%

国家统计局报告说! 我国地
级及以上城市已经由

!$)*

年的
!!!

个增加到
("")

年的
(*)

个%

同时!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城市
数量增长迅速%

统计显示!

("")

年我国城市
市辖区人口 *不包括市辖县+

(""

万以上城市个数达
%'

个 !比
!$)*

年增加
('

个,

!""

万至
(""

万人口城市达
*%

个!增加
'#

个%

("")

年 全 国 城 镇 人 口 达
&$%)$

万人!城镇人口*居住在城
镇地区半年及以上的人口+ 占总
人口比重为

##+$,

!比
!$)*

年提
高了

()

个百分点%

我国城市数量已达 !""个

从当年引进国外设备' 资金
和技术建设大亚湾核电站两台核
电机组! 到如今以自主品牌核电
技术自主建设核电机组---改革
开放以来! 我国核电事业实现了
质的飞跃%

目前! 在大亚湾核电站基础
上经过持续创新形成的自主品牌
中国改进型压水堆核电技术方
案---

-./!"""

!安全'技术和经
济指标达到了国际同类机组先进
水平%

!$*(

年!国务院批准用法国
核电站设备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
站 ! 该电站

!$*)

年开工建设 !

!$$#

年建成投入商业运行%

大亚湾核电站采用了 .借贷
建设'售电还钱'合资经营&的创
新模式! 不但实现了我国大陆大
型商用核电站零的突破! 也回答
了 $中国人能否管好现代化核电

站&这个问题%

!$$$

年以来!在法
国电力公司组织的国际同类

&"

多台机组累计
%"

项次的安全业
绩挑战赛中! 大亚湾核电站和岭
澳核电站一期共获得

!)

项次第
一名! 为我国核电在国际上赢得
了声誉%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在岭澳
核电站二期的建设中进行了数
字化仪控 '半速汽轮机等

!&

项
重大技术改进和

#"

多项其他改
进 ! 形成了一种与当年引进的
技术相比更先进的百万千瓦级
压水堆核电技术 % 这就是自主
品牌的中国改进型压水堆核电
技术-

-./!"""

%

自主品牌核电技术的形成!

拉近了我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
距! 加速了我国核电从起步到发
展的进程%

!据新华社深圳
!!

月
"

日电"

从大亚湾起步#

中国核电有了自主品牌

" "

动态

据新华社台北
!!

月
"

日电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
#

日中午专程到台北县林口长庚大
学!吊唁日前去世的台塑关系企业
创办人王永庆先生%

陈云林向王永庆遗体敬献写有
$功勋不朽&挽词的花篮!并向王永庆
先生亲属表示深切慰问%王永庆家人

和台塑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外出迎接%

陈云林在吊唁后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王永庆先生是海峡两岸
同胞敬重的民族企业家%他不仅为
台湾经济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而
且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倾注了大
量心血% 他一生关注社会公益!慷
慨捐输!令人感佩%

陈云林吊唁王永庆

!!

月
"

日!陈云林与江丙坤在签署仪式上握手" 当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左$与海峡交流基

金会董事长江丙坤在台北签署%海峡两岸海运协议&%海峡两岸空运协议&%海峡两岸邮政协议&和%海峡两岸

食品安全协议&' 新华社发

!!

月
"

日!连战(左$与陈云林握手致意' 当日!中国国民党荣誉主

席连战在台北宴请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一行'

!

新华社发

连战宴请陈云林一行

" "

新闻人物

!!

月
"

日 !

印度空军)阳光*

表演队在珠海航

展上进行表演+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台北
!!

月
"

日电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
#

日下午在台北会见了台湾当局两
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赖幸媛%

陈云林向赖幸媛表示!这次我
能率领海协会协商代表团到台湾与
海基会进行商谈!很不容易%能有这
样的局面!离不开两岸同胞的鼓励
和支持!离不开两会的努力%您作为
台湾两岸事务主管部门主要负责

人!给予了很多支持!我对此表示感
谢% 今天两会在台北举行领导人会
谈并签署了四项协议!这是具有历
史意义的事情%

赖幸媛表示!第二次$江陈会
谈&顺利完成任务!并且签署空运'

海运'邮政合作和食品安全四项协
议!获得丰硕的成果%她表示!只要
两岸诚心地互相了解! 相互包容!

就一定可以有效地逐步解决歧见%

陈云林会见赖幸媛

据新华社台北
!!

月
"

日电海
协会会长陈云林与海基会董事长江
丙坤

#

日下午在台北圆山饭店签署
了 (海峡两岸空运协议)(海峡两岸
海运协议)(海峡两岸邮政协议)和
(海峡两岸食品安全协议) 四项协
议% 这宣告两岸同胞盼望已久的两
岸直接通航'通邮即将变成现实%

新开放
!)

个包机航点

根据 (海峡两岸空运协议)及
其附件!双方同意开通台湾海峡北
线空中双向直达航路!并建立两岸
空*航+管部门的直接交接程序%

在客运包机方面!两岸将在原
有周末包机的基础上!增加包机航
点'班次!调整为客运包机常态化
安排% 大陆方面同意将在现有北
京'上海*浦东+'广州'厦门'南京
&

个周末包机航点的基础上!开放
成都 '重庆 '杭州 '大连 '桂林 '深
圳'武汉'福州'青岛'长沙'海口'

昆明'西安'沈阳'天津'郑州等
!'

个航点作为客运包机航点%台湾方
面同意将已开放的桃园' 高雄小
港'台中清泉岗'台北松山'澎湖马
公'花莲'金门'台东等

*

个航点作
为客运包机航点%

双方每周
)

天共飞不超过
!"*

个往返班次!每方各飞不超过
&#

个往返班次% 今后将视市场需
求适时增减班次%客运包机常态化
安排实现后!此前的节日包机不再
执行%春节期间可视情适量增加临
时包机%双方还同意利用客运包机
运送双方邮件%

在货运包机方面!双方同意开
通两岸货运直航包机!运载两岸货
物% 大陆方面同意开放上海 *浦
东+' 广州! 台湾方面同意开放桃
园' 高雄小港作为货运包机航点%

双方每月共飞
'"

个往返班次!每
方

%"

个往返班次%

相互开放直航港口

在(海峡两岸海运协议)及其
附件中!双方同意相互开放主要对
外开放港口作为直航港口!两岸资
本并在两岸登记的船舶!经许可后
可以从事两岸间客货直接运输% 大
陆方面现阶段开放上海'宁波'秦皇
岛'厦门等

'%

个港口!台湾方面开

放基隆*含台北+'高雄*含安平+'台
中'花莲等

!!

个港口%

协议载明!双方积极推动海上
搜救'打捞机构的合作!建立搜救
联系合作机制!共同保障海上航行
和人身'财产'环境安全%发生海难
事故!双方应及时通报!并按照就
近'就便原则及时实施救助%

开办直接平常和挂号函件

根据(海峡两岸邮政协议)!双
方同意开办两岸直接平常和挂号
函件*包括信函'明信片'邮简'印
刷品'新闻纸'杂志'盲人文件+'小
包'包裹'特快专递*快捷邮件+'邮
政汇兑等业务!并加强其他邮政业
务合作%

协议分别确定了两岸邮件封发
局% 大陆方面邮件封发局为北京'上
海'广州'福州'厦门'西安'南京'成
都,台湾方面邮件封发局为台北'高
雄'基隆'金门'马祖% 双方可视需
要!增加或调整邮件封发局!并由增
加或调整一方通知对方%

以上三项协议自签署之日起
#"

天内生效%

建立食品安全协处机制

两会就两岸食品安全事宜!经
平等协商达成(海峡两岸食品安全
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同意相互通
报涉及两岸贸易的食品安全信息!

并就涉及影响两岸民众健康的重
大食品安全信息及突发事件!进行
即时沟通!提供完整信息%

双方同意建立两岸重大食品
安全事件协处机制!具体措施包括#

*一+紧急磋商'交换相关信息,*二+

暂停生产'输出相关产品,*三+即时
下架'召回相关产品,*四+提供实地
了解便利,*五+核实发布信息!并相
互通报,*六+ 提供事件原因分析及
改善计划,*七+ 督促责任人妥善处
理纠纷!并就确保受害人权益给予
积极协助,*八+ 双方即时相互通报
有关责任查处情况%

双方还同意建立两岸业务主
管部门专家定期会商及互访制度!

就双方食品安全制度规范'检验技
术及监管措施进行业务交流及信
息交换%这份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
起

)

日后生效%

(""*

年
!!

月
#

日
!#

时 !

台北市圆山大饭店内灯火通
明 %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
云林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
事长江丙坤同时开始在四项协
议文件上一一签字%

现场鸦雀无声!静得仿佛能
听到笔尖与纸张摩擦所发出的
$沙沙 &声 ,两会协商人员与媒
体记者屏息凝神 ! 只有相机的
闪光灯亮成一片 ! 争相记录这
两岸同胞近

%"

年翘首以待的历
史瞬间%

根据这次签署的(海峡两岸
空运协议 ) (海峡两岸海运协
议 )(海峡两岸邮政协议 )和 (海
峡两岸食品安全协议 )!两岸将
开通空中双向直达航路 ! 使客
运包机常态化并开通货运直航
包机 ! 两岸将相互开放主要港
口进行海运直航 ! 还将实现直
接通邮 ! 同时建立重大食品安
全事件协处机制//

正如中台办'国台办主任王
毅在为陈云林赴台送行时所
说 !这四项协议顺利签署后 !两
岸大体上就能完成 .三通 &*通
邮 '通航 '通商 +进程 !这将为今
后两岸关系更加全面发展提供
必要的条件和基础%

这意味着! 由
!$)$

年全国
人大常委会 (告台湾同胞书 )所
首倡的两岸 .三通 &主张 !在两
岸同胞持续不懈的共同努力
下 ! 终于经两岸制度化协商而

搭起了框架%

安静的签署仪式现场!时间
似乎暂时静止%

&

分钟的签字过
程显得如此漫长 ! 但是相对于
两岸隔绝不通的几十年蹉跎岁
月而言 ! 这短短一瞬间却跨越
了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 % 所有
协议签署完毕后 ! 现场响起热
烈的掌声 ! 两会主要领导人举
起酒杯 !斟满美酒 !额手称庆 !

笑逐颜开%

.如果我们的努力能让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的航船承载着两岸
同胞的共同利益! 驶向互利双赢
的彼岸! 我们将为此感到无限的
欣慰和荣光%&陈云林当天上午充
满激情的话语言犹在耳! 两会制
度化协商便已继实施两岸周末包
机和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之后!再
度交出一份令两岸同胞咸感欣慰
的亮丽成绩单%

协议签署后!江丙坤赠送陈
云林一面写有 .和平协商 !共创
双赢 &字样的匾额 !作品背景中
藏着第一次 .陈江会 &时签署的
(海峡两岸包机会谈纪要 )与
(海峡两岸关于大陆居民赴台
湾旅游协议)全文!共约

'"""

字
的隶书小字 % 陈云林回赠了一
个双手互握形状的水晶工艺
品% 据介绍!这个工艺品象征海
协会 '海基会平等协商的精神 !

比喻和平 '合作 !期待两会成为
推进两岸和平发展的桥梁%

!据新华社台北
!!

月
"

日电"

见证两岸"三通#

框架成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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