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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海基会近日召开董监事会议，董事长
人事案一如外界所料付之阙如，但补选部分董
监事时却风平浪静中暗含波澜。以台北论坛基
金会董事长和台湾“中央日报”网络董事长身
份列名董事席位的苏起和张荣恭，会议结束
后已不在海基会网上公布的董监事名单中。有
台媒爆料，两人任期未满，是遭台当局负责人
蔡英文办公室点名“被请辞”。随后，蔡英文办
公室却出来澄清没有干涉云云。这种政坛罗生
门，一如台湾新当局的政策“发夹弯”，是此地
无银还是无风起浪，背后动机启人疑窦。

掰个借口

据透露，苏、张二人本届任期到明年 12
月。陆委会原本无意提前辞退他们，因为任期
届满即可自动离任。然而在会议一周前，二人
收到董监事会的开会通知后，剧情出现转折。
陆委会副主委张天钦、海基会代董事长陈德新
等紧急拜会并当面告知二人，蔡英文办公室点
名将拔掉他们的董事职务，借此腾出位子由

“时代力量”及亲民党政党代表递补。
苏起乍闻将“被请辞”时，并未当场点

头，几经思考后，电告海基会表示愿意配合，
海基会旋即将辞呈传真给苏起签字。张荣恭的
境遇与苏起相同，在签署辞呈后，两人都未再
现身海基会。

整个过程复原起来并不难，就是由蔡办主
导操盘，交由“海陆两会”办理，中间满是

“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味道。当媒体闻风有鼻子
有眼地报道出来后，蔡办却有模有样地出来予
以驳斥，称报道并非事实，董事人选是属于海
基会内部事务，台当局领导人办公室不会干涉
云云。

苏起、张荣恭倒是大度、敞亮得多，表示
“以平常心看待”，需要让就让出来，尊重并配
合“政党轮替海基会董事增加政党代表的安
排”。

有台媒不满地发问，苏起、张荣恭收到开
会通知之后被“软性”劝辞，当局在台面上又
不承认，究竟是有人假传“圣旨”，或根本就是

掰个借口请人走路？
海基会作为当局授权的民间交流平台，重要

性跟“汪辜会谈”时期已经大不相同。海基会董
事其实并无实权，参加每三个月一次的董监事会
只是例行公事而已。即使这样，仍然把“前朝旧
臣”迫不及待请出去重新洗牌，所为何来？

执意“排蓝”

可能有人问，海基会董事那么多，为什么
“礼送出会”的是这两个人？有“当局者清”的
海基会董事认为，苏起与新当局避之唯恐不及
的“九二共识”紧密相连，张荣恭是“国共论
坛”的重要推手，如今两人被逼退，恐怕是蔡
当局要为两岸交流继续踩刹车布局的信号。

两人都是当年的蓝营大将，且在台湾政坛
长期占据要津。苏起是前“国安会秘书长”，张
荣恭曾经担任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也是胡
连会“破冰之旅”的参与者和见证者，秉持

“两岸良性互动，台湾才有出路”的观点。1992
年，两岸达成“双方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
共识，但直到2000年“九二共识”才成为一个
专有名词，而苏起正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这一名
词的人。

苏起说，当时提出“九二共识”的初衷，
是为了帮民进党当局和大陆之间搭一座桥，没
想到民进党并不接受。后来“九二共识”促成
了连战访京和两岸两会的复谈，成了两岸交流
的政治基础。

2000 年 4 月，提出“九二共识”的时任陆
委会主委苏起把印信交给新科主委蔡英文。16
年后，蔡英文当选上台，一出手便将苏起从海
基会董事名单中除名，用台媒话讲，“整个过程
并不光明正大”，委实是莫大的讽刺。台湾“联
合新闻网”刊发评论认为，对这一切，大陆看
在眼里，冷在心里。

如果说通过“不当党产”和“转型正义”议题
打压国民党，是为了绿营当权的“长治久安”；那
么在“海陆两会”彻底“排蓝”，则是逐步抛弃马英
九时代两岸遗产的清晰信号——试图推倒重来，
建立一套绿色版的两岸互动模式。即使冒着两

岸交流中断的风险，也一意孤行。

一叶知秋

第三十九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即将于月底
召开，台湾能否继续以“主席贵宾”身份顺利列
席，事关蔡英文当局的“国际空间”议题，因而备
受岛内外关注。在蔡英文拒绝承认“九二共识”
及其“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核心内涵的背景下，
外界预料，台湾将很难顺利拿到“入场券”。

不妨回顾一下蔡当局两个半月来在两岸议
题上的所作所为。“5·20”讲话仅承认“九二会谈
的历史事实”，回避“一中”内涵。大陆定调，这是
一份未完成的答卷。有认可的成分，但明确表示
还不够，核心问题不能避而不答。蔡的答卷内容
却明显高开低走甚至急转直下：立马废止“课纲
微调”，行政部门宣布不起诉“太阳花”；媚日亲
美，放弃称冲之鸟为礁，却阻拦渔民到太平岛宣
示“主权”；火烧车事件24名陆客不幸罹难，既没
有去慰问和致哀，也没有致赠挽联，连起码的人
情都没有；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公开表态很
难接受期限内承认“九二共识”，并表示期待对岸
的更大弹性，言外之意，她已经没有了弹性；向

“原住民”道歉，却在借批评“汉族史观”去“中国
化”，建构2.0版的“台独史观”。

凡此种种，一桩桩一件件，哪件有她呼吁的
“善意”可言？具体到海基会，更是毫不犹豫挥起
大砍刀，左一刀砍掉“两岸一中”的理论鼓吹手，
右一刀消除“国共论坛”的事务操盘手。真真是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显而易见，“排蓝”是起
手式，“绿化”是手段，“拒红”才是目标。一叶知
秋，即使后续的董事长人选让人大跌眼镜，也自
然应见怪不怪。

评论认为，凡此种种，都证明蔡英文的两岸
关系答卷十分不堪。就凭这样的答卷、如此的现
状，蔡英文凭借什么向大陆要求“善意”？没有大
陆的善意互动和安排，台湾进军民航大会希望微
乎其微，基本等于“痴心妄想”。回头再看，正如
台媒发问的那样，在对岸睁大眼睛观察“海陆两
会”动向之际，蔡当局对海基会这一刀砍下去，对
重启两会协商、开创民共交往会有助益吗？

借口牵强附会 用心不言自明

海基会“排蓝”要排啥
本报记者 任成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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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台北电（记者王尧、任成琦） 由 《旺报》 主办的
“当代图纪”两岸艺术特展日前在台北拉开帷幕。四川成都
浓园艺术村20位驻村艺术家的50多幅作品亮相台湾师范大
学德群艺廊，展开为期7天的艺术飨宴。

台湾 《旺报》 社长黄清龙致辞时表示，四川文化独具
特色，川台之间颇有渊源，希望通过此次特展加深川台文
化联结。前台湾艺术大学校长黄光男表示，两岸文化、地
理一脉相承，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与表现，而到现代有
着不同的改变。此次特展，记录新世纪的现代感、未来
性，期盼能带给两岸艺术家新的省思。

成都浓园集团董事长杨丽表示，两岸同胞同宗同源、
血脉相连。希望借由此次特展，共同为构建两岸友谊之
桥、合作之桥、文化之桥贡献力量。

成立于 2004 年的浓园艺术村，目前已吸引 200 多位艺
术家驻村创作，其中就有 10 多位来自台湾。6 年来，艺术
村在两岸绘画、雕塑、创意设计等领域多有交流合作。此
次两岸艺术家共同举办特展，还将一起到台北至台中沿线
采风，广泛开展交流与学习。

有台湾人远至非洲肯尼亚实施电信诈骗犯
罪，被害人都是中国大陆人，5名嫌犯由当地法
院审理，并于8月5日作出判决。台湾方面派驻
南非代表前往当地，与有关方面进行交涉，希
望能将被告遣返台湾。

就法论法，像这种台湾人在境外犯诈骗罪
的情形，台湾这边根本没有必要去争取遣返。
以这次的案情而言，因被害人全部是大陆人，
尚涉及与大陆法院管辖权之竞合。而是否遣返
受审，也跟所谓“司法主权尊严”无关。

对于台湾人在境外犯罪者，刑法仅例外于
第五条列举十款特定罪名，及于第七条所定重
罪，始可适用刑法处罚。至于电信诈骗罪，若
台湾人在境外犯之，并不在此刑法效力所及的
范围。

再看台湾刑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刑法
之效力，原则上只及于犯罪之“行为”或“结
果”发生在本地者。亦即国际上所通用的“属
地主义”，而不是“属人主义”。本件情形，“行
为地”在肯尼亚，而被害人都是大陆人，亦即
其“结果地”是在中国大陆。

台湾方面不认同“九二共识”，则“结果
地”既在大陆，台湾的刑法效力乃不及，自无
法院管辖权可言；纵使行为人是台湾人亦然。
除非承认“两岸同属一中”，台湾方面方能主张

“结果地”之刑法效力所及，始形成两岸因结果
地重迭之法院管辖权竞合。而即使如此，台湾
方面也没有必要去争取遣返。

在法律上，必须先有刑法适用之前提，始
能接下来讨论刑事诉讼法所定“法院管辖权”
之所属。亦即，先有实体法的效力所及，才有
程序法的管辖权认定。况且，纵使如前所述台
湾方面有法院管辖权之情形，那也另外跟肯尼
亚 （犯罪行为地） 的法院管辖权竞合。而依“属地主义”之国际法
制通例，台湾方面亦宜尊重彼等的管辖权，不必刻意争取将犯罪行
为人遣返。

毕竟，对于在境外犯罪的台籍嫌犯遣返受审，将会耗费庞大的
司法资源。至于说要彰显“司法主权尊严”象征，其实也谈不上。
若台当局认为两岸关系不是“同属一中”，则犯罪之“结果地”既在
彼岸，“行为地”又不在台湾，更非台湾刑法效力所及，台湾方面又
如何主张法院管辖权？

至于刑事诉讼法第五条第一项后段规定，被告之住所、居所、
所在地的法院亦有管辖权；则肯尼亚又是台籍嫌犯的“居所地”或

“所在地”，因此也有管辖权。而台湾虽为其“住所地”，却因台湾刑
法不处罚民众在境外犯电信诈骗罪之行为，因此亦不存在“被告之
住所地”所在的法院管辖权。

总而言之，对于境外台籍嫌犯的法院管辖问题，在刑事法的法
理上，仅是属于“治权”的司法实务运作之层次，尚不涉及“主
权”的象征。从而，台湾方面若不去跟中国大陆或肯尼亚争取遣返
台籍嫌犯，既不涉及“主权”之问题，又可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

（作者为台湾著名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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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艺术特展在台北举行两岸艺术特展在台北举行

8月 4日，台湾摄影家阮义忠携
《人与土地》摄影作品共84幅在上海
琉璃艺术博物馆展出。展览将持
续到10月30日。

策展人、琉璃工房创始人张毅
表示，《人与土地》的展出，是“我
们对于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的回忆
和检视”。

1974 年至 1986 年，阮义忠凭借
一本台湾公路局时刻表，寻找、记
录那些纯粹、一点都没有被打扰的
地方，形成了 《人与土地》 作品素
材。 潘索菲摄

台湾摄影家
在沪展出作品

暑假来临，香港业界努力刺激不断萎缩的旅游业。
8月 5日晚至 28日晚，香港旅游发展局在游客时常光顾
的尖沙咀海滨，推出新一轮的“闪跃维港”3D光雕汇演，
期望吸引更多游客驻足。

5日，3D光雕汇演推出的首夜，近 60组激光从四面
八方交织投射到香港文化中心的外墙。香港旅游地标
式建筑——原先的九广铁路钟楼被五颜六色的灯光点
缀一新，再配之以炫酷音乐，令闷热的夏夜增添了几分
活力和新鲜。

主办方还请来洋人助兴。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来自
澳大利亚的舞者穿上带有LED灯管的衣服，跟随强劲的
音乐节拍，以劲舞带动不同的灯光跃动，派对热烈气氛
随之而出。

驻足的人群为之感染。一对洋人夫妇跟随节拍起
舞，不时发出欢呼声。这对来自巴西的卡洛斯夫妇大赞
演出“amazing”（惊艳）、“fantastic”（奇妙），称自己从未看
过如此精彩的灯光表演。

卡洛斯是第4次来香港，他的太太则是首次。太太
说，香港旅游内容丰富，人也友善，不枉她路上花费35个

小时来港。看完汇演后，她说，“我回巴西后也一定会记
得今天的这场表演。”

驻足观看的人群中，还有一个3岁男孩。当天，他和
妈妈从深圳赴港游玩。听到音乐，站在路边的他开始扭
动身体。

香港旅游业界作出上述努力之时，正值香港旅游业
不断萎缩，与旅游业共进退的零售业正“跌跌不休”。从
去年6月开始，访港旅客人次连续下降13个月；从去年3
月开始，香港零售业总销货值连跌16个月。原属暑期旅
游、消费旺季的去年七八月，也并未幸免。

本轮旅游、零售收缩之前，2014 年香港发生了令
其形象受损的违法“占领中环”。随之而来的是，少数
激进者以所谓反“水货客”为名，骚扰商铺，将矛头
对准赴港旅游的主力军——内地游客，令香港旅游形
象雪上加霜。

如今，香港业界正在试图修复形象，遏制旅游、零售
跌势。 （据中新社香港电）

原九广铁路钟楼于汇演期间，变身巨型互动游戏
机。 谢进亨摄

吸引更多游客驻足

香港业界在尖沙咀再推新花样
赵建华 殷田静子

本报香港电（记者陈然） 香港特区环境保护署近日宣
布，废旧家电将通过新渠道进行回收。早前由慈善机构圣
雅各福群会营办的“绿色家电环保园”项目已见成效，此
后将改由废电器电子产品回收设施营办商承接服务，包括
收集、转赠及拆解等，逐步迈向生产者责任制。

自 2010年起，特区政府通过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
“绿色家电环保园”项目，已收集家电废物约1600吨，其中
的电器如仍可操作，经检查及修理后会转赠予有需要的人
士使用，余下的经拆解后循环再造。6年来，项目共向7800
个受助家庭送出2.5万余件经修复的电器。

据介绍，生产者责任制是香港废物管理策略的主要
工具，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和消费者等都须分担回
收、循环再造和处理废品的责任，推行“污染者自付”
原则。

特区立法会已于去年批准拨款发展回收设施，预计
2017 年中落成启用，届时每年可处理废旧家电 3 万吨。相
关营办商正展开规划，建立收集网络。

香港家电回收迈向责任制

本报香港电（记者陈然） 香港邮政近日推出“2016年
里约热内卢第3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特别邮票和相关集邮
产品。

邮票一套4枚，其中3枚印有中国香港代表团曾参加或
获奖的奥运项目，分别为单车和田径、乒乓球和羽毛球、
滑浪风帆和游泳，另1枚则展示本届奥运会新增的橄榄球和
高尔夫球项目。

据介绍，邮票以烫压方式印制，图案更具立体感。中
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也推出纪念封，内附一
套4枚里约奥运邮票和1枚中国香港代表团出席本届奥运时
佩戴的襟章。

港邮政推出里约奥运邮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