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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
昨天指示所有内阁成员，
决定重大政策前，务必注
意民心向背，并于决策前
先向他和总统马英九报
告，取得共识后再行推
动。
　　他强调，兴利比除弊
更重要，不要因为除弊
而过于保守。他期勉所有
阁员要有团队精神，能深
入基层，主动进行跨部会
业务协调，尊重立法委员
的想法，善待学者专家和

公民团体，包括媒体名嘴
等，都要积极沟通，争取
助力，也要注意下属是否
廉洁。
　　行政院昨天举行新任
阁员研讨会，讨论立法院
本会期的年金制度改革、
能源政策及核能安全和媒
体垄断防制等重要法案和
议题。江宜桦在会中对这
些重大政策的论述与沟通
作了上述表示。
　　马英九也出席这场被
媒体形容为江内阁“新
生训练”的会议。有感于
去年油电双涨、美牛和证
所税等政策，因党内外沟

通不畅，政策受阻，民怨
颇深，所以马英九认为，
政府应谦卑地倾听民意，
然后详尽地研究，广泛沟
通，最后审慎作出决定。

对核四案表明：
没有核安就没核电
　 　 立 法 院 将 在 后 天
（26日）开议，有关核
四是否继续兴建，成为江
内阁首要挑战。
　　马英九对此表示，任
何一个公共政策的选择，
往往都是两难，在做决策
之前，就要做详尽规划和
诚恳沟通，并使信息尽量
透明，让社会大众了解利
弊得失，以及要承担什么
后果。
　　马英九和江宜桦昨天
均对核四案表明“没有核
安就没有核电”的立场。
此与国民党过去强调经济
发展，核四非盖不可的立
场有些转变。

　　为了因应即将到来的
核四攻防战，身兼国民党
主席的马英九前晚邀集党
籍立委共商，会中要求台
电加强核安监督并研拟其
他选项评估报告，例如发
展地热、页岩油等替代能
源。
　　马英九要求台电先做
好利弊得失分析、厘清外
界各种疑虑，“将来就可
以清楚决定，大家一起决
定、一起承担”。
　　江宜桦昨天也强调，
政府会彻底了解核四兴建
的状况与检测的情形，新
内阁组成之后，已责成经
济部长张家祝督导此事。
张最近几天已经征询过许
多关心核四的学者专家与
民间团体的意见，“很快
就会看到经济部乃至行政
院对核能政策的处理与方
法，一定会用创新与变革
的精神，以全面沟通的方
式来处理”。

民进党坚持停建核四
    但在野的民进党则坚
持停建核四。民进党主席
苏贞昌昨天特地率领全体
党工赴核四所在地——新
北市贡寮骑脚踏车走春，
并在每辆脚踏车插上“反
核无惧”的小旗子。
　　他表示，今年民进党
努力的总目标就是让台湾
“安全、自由、幸福”，
而“安全”的非核家园是
首要目标，故他呼吁马英
九立即回应民意、表明
态度，停建核四、停编预
算，并让立法院通过《非
核家园推动法》。
　　苏贞昌指出，在全
世界最危险的14座核电
厂，台湾就占了4座，包
括核四在内；核四当年
编列不到1700亿元（新
台币，下同，约71亿新
元）预算，现在已经膨胀
到3000亿元，新的会期
还要再追加400亿元，核

四这个无底洞浪费了许多
人民的血汗钱。
　　马英九昨天重申，会
和各界充分沟通、听取信
息后，再做决定。他说，
政府对各种方案评估必须
务实、不夸张，“说清
楚、说实话，不要吓唬
人”，这样人民才有清楚
的选择。
　　除了马、苏两人隔空
交火外，经建会前主委尹
启铭日前透过其博客发表
文章，指苏贞昌在2006
年担任行政院长期间，既
修正延长核四工期，又修
正投资预算，追加近448
亿元的投资，今日没有立
场要求应该停建核四。苏
反驳说，此系民进党执政
时朝小野大所致。
　　目前国民党立委对核
四案意见纷歧，民进党立
委高志鹏等人已展开跨党
派的联署，准备将核四停
建案交付全民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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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两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摩擦日
趋频繁，也引发“中国崛起必有一仗”的
说法。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社科院
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认为，这些摩擦
升级为“打上一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前来参加“亚太经济的整合与联通：
通往持久与包容性增长之路”经济论坛的
张蕴岭昨天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不管是
中日的钓鱼岛之争，还是中美的网络间谍
之争，其实都是老问题。这些争端之所以
升温，的确与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崛起有
关。
　　张蕴岭说：“中国崛起的一个标志就
是GDP跃升至世界第二，成为最能挑战美
国的一股力量，这使得包括美国在内的其
他国家都对中国存有戒心。另一方面，随
着综合国力增强，中国政府也被要求更有
力地捍卫国家利益。习近平上台后展现出
的强硬形象，正是顺应了这一要求。”
　　张蕴岭认为，这类摩擦未来仍会持
续，但各方都会尽量采取行政手段，而非
贸然动用军力。当今国际环境的改变，也
使中国不会像历史上的日本和德国一样，
在崛起的过程中主动挑起战争。

合作利益大过战争
　　首先，中国受惠于与世界各国的合作
关系，合作可以带来比战争大得多的利
益。张蕴岭指出，日本和德国从前通过扩
张要实现的利益，中国现在通过正常合作
途径就可以获得。
　　他说：“新领导人也很清楚，中国虽
然GDP排世界第二，但还是发展中国家，
要走的路还很长。而一打仗，就会中断现
代化进程。”

　　其次，周边国家虽然与中国摩擦不
断，但并没有国家真正与中国为敌，不需
要通过武力来扩大影响力，解决“反中
国”的问题。
　　张蕴岭以菲律宾、越南等国为例说
明，这些国家虽然现在疏中亲美，但也不
愿对美国言听计从，只不过是为了本国的
利益而“脚踩几只船”。他说：“中国
国力增强的同时，本身也成为一条‘大
船’，大家都不愿意离开它。因此，对话
协商的空间还很大，根本没必要打。”

国际社会不会放任“擦枪走火”
　　在张蕴岭看来，不光中国本身没有打
仗的意愿，国际社会也不会放任“擦枪走
火”事件的发生。
　　张蕴岭说，如果真有军事冲突发
生，马上就会有多方力量出面制止：
“第一就是双方高层，第二就是地区
组织，第三就是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
构……现在世界上不只有中国一个大
国，而是多个大国并存，并且已经建
立了各种平等的国际架构，和平谈判
的渠道有很多。”
　　他还以中日钓鱼岛争端为例说：
“今天的情况要放在过去，中日关系
基本上就中断了。但现在“10+3”
（亚细安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没有停，
中日官员间的接触也没有停。在各种会
议上，大家还是在讨论如何共同生存和
合作……问题是很多，但至少比打仗强
吧？”

东南亚能妥善处理与中国关系
　　在对未来周边局势表示乐观的同时，
张蕴岭也提醒各方要采取务实、谨慎的思
维和战略，在面对问题时从大局出发，将
局面维持在可控范围内。他还特别强调了

亚细安作为东南亚区域组织的作用。
　　他说：“我认为随着东盟（亚细安）
共同体的建设，它有能力明确自己所需要
的整体利益，从而妥善处理与中国的关
系，把南中国海问题控制在整体关系的格
局之下，而不让它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
间的首要问题。”
　　为期两天的经济论坛由太平洋经济合
作理事会（PECC）、新加坡太平洋经济
合作委员会（SINCPEC）和印尼太平洋
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共同举办，共有约
180名学者和专业人士到场参加。

　　（北京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
将于下周二至周四（26至28日）在北京举行中共第
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十八届二中全
会）。
　　据新华社报道，昨天的政治局会议由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主持，讨论的主要事项包括：《国务院机
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草案）》稿；向全国人大推
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建议人选和向全国政协推荐的
全国政协领导人员建议人选；国务院拟提请全国人大
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
　　会议并决定，有关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与新任政
府领导班子的人事部署，将作为十八届二中全会的讨
论议题。
　　按照中共惯例，十八届二中全会将审议通过国务
院机构改革方案，并在形式上议决国家主席、副主
席、正副总理、各部委首长、全国人大委员长、司法
及检察系统首长的人选，再提交全国人大会议通过或
任命决定；二中全会也将确定全国政协领导人选名
单，然后提交全国政协会议选举通过。

全国人大和政协下月初举行
　　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将在下月初举行。
　　报道说，政治局会议昨天认为国务院机构改革方
案在行政体制改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首
先抓紧抓好”，并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成熟
先行”，把“职能转变”放在更突出位置，继续“简
政放权”。
　　对于国务院将向全国人大提请审议的《政府工作
报告》，政治局会议指出，过去五年是“中国发展进
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有效应对了金融危机冲击，
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显
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高，国
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会议认为这“是中共中央
总揽全局、正确领导的结果”，“国务院和各级地方
政府认真履行职责，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

重大政策决定前须倾听民意
马英九也出席了江内阁会议。有感于去年
油电双涨、美牛和证所税等政策，因党内
外沟通不畅，政策受阻，民怨颇深，所以
马英九认为，政府应谦卑地倾听民意，然
后详尽地研究，广泛沟通，最后审慎作出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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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寻衅滋事罪被收容教养释放不足半
年的中国著名歌唱家李双江之子李冠丰
（原名李天一），变本加厉，再涉重案，
遭警方以涉嫌轮奸刑事拘留。
　　据北京媒体报道，事发在本月17日晚
上，未满17岁的李冠丰和其他四人，被指
在北京海淀区的五道口东源大厦底层的一
家酒吧内，与一名十七八岁的杨姓非京籍
女子喝酒之后，使用暴力殴打、言语恐吓
等手段，强行开车将她带到湖北大厦的酒
店房间轮奸。
　　本月19日，海淀公安分局接获女子报
案后，立即展开调查，并在隔天将涉案的
五人拘留。
　　这起案件是在前早由一名香港《南华
早报》网站编辑通过微博爆出。他在帖子
中透露，公安局已经以涉嫌轮奸刑事拘留
了一名李姓年轻男子，并称这名男子虽然
已经改名，但他就是李双江的儿子。
　　北京警方内部人士后来证实这个消
息，并进行了通报，但称现阶段不方便透
露更多详情。然而，由于此案备受各界关
注，警方表示不会“藏着掖着”，必定会
对外发布声明，给公众一个说法。
　　北京市合川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律师
于飞告诉《北京晨报》，李冠丰的轮奸罪
一旦成立，可能被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死刑，但法律也规定已满14岁
不满18岁的人犯罪，应从轻或减轻处罚。
　　不过，律师也称，最后的量刑还得考
虑李冠丰在此案的角色及他的前科。
　　2011年9月，当时15岁的李冠丰无照
驾驶宝马汽车，和同伴在北京海淀西山华
府小区门前殴打一对夫妇，并损毁他人机
动车辆。李双江过后亲自出马与受伤夫妇
会面并道歉，最终双方达成和解，李冠丰
也因寻衅滋事罪被政府收容教养一年。
　　据多家媒体引述警方消息称，李冠丰

在收容教养期间认识的“狱友”也涉及这
次的轮奸案，但据《法制晚报》昨天报
道，这个消息并不属实。
　　自消息曝光后，中国多家媒体一直无
法联络上李冠丰的父母李双江和梦鸽。直
到前天晚上，梦鸽才通过短信回复媒体
称，此案“正在查处过程中”。
　　李双江和梦鸽都是歌唱家，在中国相
当有名。尤其是现年74岁的李双江，1994
年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主
任，享有少将军衔，并曾是中国全国政协
委员。几十年前，他曾到新加坡南洋艺术
学院任客座教授，前年还曾带领解放军艺
术学院的师生到新加坡演唱。
　　如今孩子又犯错，李双江的家庭教育
再度受到不少民众谴责，一些人再翻出李
双江多年前受访时自称不舍得打儿子的报
道，挖苦他过度溺爱儿子，并希望他反思
作为父亲的责任。
　　《新闻晨报》昨天刊登的评论就说：
“星二代的堕落跋扈屡见不鲜……有名气
有权势的爹，总给孩子错觉可以有恃无
恐。但其实，名气也好，权势也好，到头
来他们都不可能真的从父母那里继承。 
‘养不教，父之过’，还是那句话，教育
才是爹给儿子的最好东西。在索取之前，
先要学会在社会立身做人。”

　　（台北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明早
9时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国民党荣誉主
席连战。北京消息人士称，习近平将向
连战表达希望两岸合作开发南中国海、
共同探勘东海油井的看法。这将是中共
领导人首次公开呼吁，两岸要在东海及
南中国海问题上充分合作。
　　“连习会”是习近平上任中共总书
记以来首次公开会见的台湾重要政治领
袖，对下阶段的两岸发展具有指标性意
义。《联合报》引述消息人士称，“连
习会”除了客套寒暄、连战转达国民党
主席马英九的问候外，针对两岸下一阶
段合作，也会提出具体意见，其中习近
平将会提出两岸在南中国海及东海问题
上的合作。
　　自2010年起，中国大陆与越南、菲
律宾就南中国海岛礁及与日本就钓鱼岛
主权而产生的摩擦日增。
　　消息人士称，大陆一直透过国共平
台和不同渠道，表达和台湾在南中国海
及东海问题上合作的意愿，但没有得到
台湾的积极回应。
　　预计“连习会”上，习近平将建
议，两岸共同合作开发南中国海，台湾的中油公司加
强和大陆中海油公司战略合作，勘探东海油气田，这
不仅会为双方带来经济利益，也会对觊觎南中国海的
各国产生震慑作用，有利于维护南中国海及东海主
权，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
　　两岸学者曾建议，两岸合作应回避政治议题，从
互利、低度敏感的海洋事务优先展开，积极参与南中
国海自然资源的共同开发，实行民间合作、合组国际
开发公司，共同开发才有可能。

十八届二中全会下周二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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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研究员张蕴岭：

中国与周边国家“打一仗”可能性极低

张蕴岭：当今国际环境的改变，使中国
不会像历史上的日本和德国一样，在崛
起过程中主动挑起战争。（谢智扬摄）

李双江之子涉嫌轮奸被拘留

李双江昔日与少年时的李天一（后改名
李冠丰）在舞台上的合影。（互联网）

北京这位75
岁的老先生
脚蹬直排滑
轮鞋，捡拾
地 上 的 垃
圾。他以这
种方式健身
兼为北京义
务环保，已
经持续了八
年。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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