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

來自各界的祝福 P6-7

貳

開創兩岸經貿交流三十週年序 P8

海峽兩岸商務協調會創會會長 張平沼  序 P8-9

海峽兩岸商務協調會 會長 張元銘  序 P10-11

參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歷屆會長合影 P12-15 

肆
開啟歷史的航程 P16 

開創歷史的一刻 兩岸交流啟航 P16-37

伍

盛事傳芳 P38

一、影響深遠的盛會 P38-39

二、有來有往的交流 P40-57

三、飲水思源的象徵 P58-59

四、見證兩岸一家親 P60-61

陸
商標︑著作權的交流與突破 P62-73

柒
十大創舉 P74

捌
關於海商會 P75

玖
相關單位活動訊息 P76-80

目錄

海峽兩岸交流30年定案1-37.indd   1 2019/10/4   上午9:11



2 兩岸交流30年

海峽兩岸交流30年定案1-37.indd   2 2019/10/4   上午10:02



3 兩岸交流30年

一九九Ο年五月張平沼會長首次拜會前中國國家主席暨總

書記江澤民先生，於北京中南海致贈紀念品。

拜會前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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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ΟΟ四年七月，張平沼會長率團赴浙江參與

兩岸經濟發展研討會，張會長與時任浙江省委

書記習近平先生合影。

與總書記習近平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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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九Ο年七月平沼率台灣工商界代

表六百餘人到北京交流，在長城

大飯店和大陸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區有關代表

八百餘人，共計一千五百餘人，盛大舉行首

開紀錄的兩岸商務經貿研討會。我在開幕式

致詞，慷慨臚陳「願以這違隔四十多年兩岸

同胞在此次的聚會，開啟共創廿一世紀的成

果獻給中華民族的列祖列宗」，並呼籲兩岸

能在和平、民主的前提下，共同開創中華民

族的新紀元。在如雷的掌聲與強烈燈光映照

下，與會人士無不目泛感動的晶瑩淚光，當

時情景令我永難忘懷。

猶記得開創兩岸交流之初，平沼第一次與時

任福建省長的王兆國先生會面時，王省長曾

問我：「張會長您在福建還有親戚嗎？」我

回答：「我的祖先移居台灣已三百年啦，現

已無親可探，但仍然有根可尋。」「無親可

探，有根可尋」已成兩岸血脈相連、親情不

可分割的最佳註解，爾後常被報章媒體所引

述及闡揚。 

回首三十年來的點點滴滴，兩岸領導人李登

輝先生與江澤民先生，雖然都曾公開讚譽平

沼為開啟兩岸交流的第一人，但平沼未曾以

此自滿，而是抱持鞠躬盡瘁的態度，默默為

兩岸交流盡心盡力。經平沼大力推動兩岸民

間簽署第一份經貿協議書以來，匆匆已三十

年，兩岸相互投資日益活絡，經貿依存度愈

來愈高，平沼曾呼籲「共同開創屬於中華民

族的世紀」之願望已近在眼前，獲得之成果

亦殊值欣慰，同時也是對兩岸致力推動經貿

交流人士做出貢獻之肯定。

近年來，平沼更傾盡心力為兩岸商標及版權

問題排難解紛。諸如阿里山、日月潭、埔

里、燕巢、池上、古坑咖啡、新竹貢丸…等

老驥伏櫪服務商界 

全力以赴貢獻兩岸

開創兩岸經貿交流三十週年序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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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項地理標章與商標在大陸遭搶註，大

陸的小肥羊、七匹狼也在台灣被搶註，連慈

善團體「慈濟」都遭到大陸仿冒。類此妨礙

兩岸經貿互動的爭議事件，在平沼集合兩岸

有關單位與相關人士的努力下，已一一予以

註銷。同時協助「台灣啤酒」登陸註冊商標

成功，「中華電信」商標登陸審定成功。今

後仍將一本初衷，持續為推動兩岸經貿互動

開啟契機並開創更有利的環境。

除經貿交流外，三十餘年來，平沼也首開紀

錄於南京中山陵梅花山捐建博愛閣，以表彰

中山先生的博愛精神；及率台灣工商界人士

赴陝西黃陵，祭拜中華民族共同始祖黃帝；

更促成湄洲媽祖與台灣媽祖的宗教交流、兩

岸和平小天使的希望工程交流、兩岸珠算學

術的固有國粹交流，舉凡能促進兩岸良性互

動、互惠互利、共創雙贏的任務，平沼都視

為畢生志業，都將義不容辭、義無反顧地前

進。

恰逢海商會出刊三十週年紀念專冊之時，平

沼回顧推動兩岸經貿交流的這些年，足跡

已踏遍大陸各省市，對獲致寸許微功不敢

自恃，感謝中國政法大學敦聘平沼為名譽教

授，廣交會也於二ΟΟ六年舉辦第一百屆時

頒發「百屆輝煌傑出貢獻獎」，將台灣唯一

名額頒贈予平沼，是肯定亦是榮耀。

展望未來，平沼仍將秉持信念，堅定一貫的

自我要求和目標，戮力不倦於推動兩岸經貿

交流，謹以此文與各界人士共勉！

謹序

海峽兩岸商務協調會創會會長

上
一九九四年張平沼會長伉儷
首次拜會江澤民主席於北京
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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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篳路藍縷 

一回頭豪傑輩出

回首
三十年前，當全球經濟因冷戰過

後而停滯，美國夾著最強大的軍

事實力、最雄厚的政治資本，一躍而起，成

為全世界仰賴的經濟命脈─世界上唯一的超

級大國！當時台灣政府雖然已經宣佈解嚴達

兩年之久，但是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的民間

交流，其政策仍然非常保守，只能在地底下

喘息、滋長、攀爬，無力探頭、圖強。

要打開兩岸長久以來悲情歷史的隔絕僵局，

所需要的不僅僅是勇氣，更需具備前瞻的

眼光、卓越的智慧與能承擔大任的能力。

在此之際，家父張平沼先生明白，如果想要

繁榮台灣、創造屬於中華民族的世紀，首先

便得結合全世界的華人之力。於是，西元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他在香港登記設立了

「海峽兩岸商務協調會」。期待兩岸拋除成

見、攜手合作、互利互惠，用主動、友善的

態度，結合雙方既有的經濟成就，智籌經濟

共榮體，以共創雙贏的局面！

為了完成此一使命，張平沼先生當年即被推

舉為會長，和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會長

鄭鴻業領導同樣在香港成立的「海峽兩岸經

貿協調會」，一同搭起兩岸的第一座商務交

流橋樑。期盼能藉由這樣的創舉拋磚引玉，

讓全球華人同心緬懷過往光榮璀燦的文化歷

史。以經濟共榮為塔基，共同砌造華人金字

塔，催生屬於中華民族世紀的來臨，主動為

歷史寫序。

此後，三十多年來，「海峽兩岸商務協調

會」便在創會會長張平沼先生的帶領下，孜

孜矻矻地展開了一場華麗而辛苦的奮鬥史。

不僅曾和大陸中國貿促會及經貿協調會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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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前所未有的十大創舉、創下了十個第

一！更在二ΟΟ六年與大陸中華商標協會及

中國版權協會首建著作權(版權)交流平台機

制、商標交流平台機制，在兩岸「著作權

（版權）保護之發展」、「集體管理運作機

制」、「ISP 立法及運作經驗」及「盜版查

處與機制」等議題中達成多項共識。更透過

不斷的商標論壇交流與溝通，改善兩岸商標

搶註作為，從消極註銷轉變成積極、提早防

範的行動。通過加深彼此瞭解，取得共識，

進一步促進兩岸知識產權保護聯繫機制的構

建、加大兩岸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有效維護

兩岸消費者和經營者的合法權益，從而拓展

兩岸知識產權及品牌合作空間，推動兩岸經

貿關係向深入發展。

然而，創業維艱，守成更不敢輕忽、懈怠。

「海峽兩岸商務協調會」一路經由各界精

英、豪傑共同相助、傳承，已從嗷嗷幼兒，

成為孔老夫子口中所述的「而立之年」。驀

然回望，身後漸漸積累了一股強大的能量、

匯聚了眾家豪傑與才俊。本人能以海峽兩岸

商務協調會會長、財團法人海峽兩岸商務發

展基金會副董事長、兩岸企業家峰會企業會

員與各界先進共同努力，實屬大幸。未來更

將兢兢業業、繼往開來，期待能將全球華人

合作之力，在世界舞台上大展光彩！

謹序

海峽兩岸商務協調會會長

上
三十年篳路藍縷，一回頭豪傑輩出。

左
海峽兩岸商務協調會會長張元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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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

歷屆會長合影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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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二ΟΟ九年張平沼會長與鄭鴻業
前會長攝於二ΟΟ九年兩會二十
週年紀念之場合。

左
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九日張平沼會
長與郭東坡前會長在台北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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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一九九九年兩會十週年
慶張平沼會長與俞曉松
前會長互換紀念牌。

下
二ΟΟ九年張平沼會長率
團赴北京參加兩會二十
週年會慶，與萬季飛前
會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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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二Ο一二年張平沼會長與
時任大陸商務部姜增偉
部長合影，姜增偉也曾
任貿促會會長。

左
高燕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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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大陸自一九七九年起在經濟上採

取「對內改革對外開放」之政策

後，頓時吸引海內外之注目，一九八七年開

放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彼岸之經濟發展潛

力已是有目共睹。創下經濟發展奇蹟的台灣

商人更是亟思如何在這塊土地上再造中華民

族之榮景。惜礙於政府當時法令之限制，許

多正常之商業行為只能任由兩岸商界人士在

嚐試與錯誤中推動，卻絲毫享受不到法律之

保障。一九八九年五月商業團體立法委員張

平沼先生在當選台灣省商業會理事長後，認

為台商在大陸的各項經貿權益必須取得大陸

方面的合作方克有濟。而台灣的經濟要更上

層樓，必須促進兩岸經貿良性交流，至少要

減少不必要的誤會與對抗。張平沼先生遂登

高一呼，邀集兩地工商界人士在香港設立商

務協調機構，旋即獲得大陸的中國國際貿易

委員會鄭鴻業會長之響應。於是台灣在香港

成立「海峽兩岸商務協調會」，總會設在香

港，台北設聯絡處；大陸在香港成立「海峽

兩岸經貿協調會」總會也設在香港，北京設

秘書處。兩會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成立之同

時，還在香港希爾頓大酒店簽署了協議書，

為兩岸經貿交流之正常化邁出了歷史性的第

一步。茲將此歷史文獻原件重現以資記念。

開啟歷史的航程

肆

開創歷史的一刻

兩岸交流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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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兩會負責人簽下協議書的歷
史性畫面，左為鄭鴻業會長，左二為張平沼會長，以
及三位海商會副會長熊啟放(左三)︑黃綿綿(左四)︑尹
衍樑(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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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歷史航程

聯席

會議

右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海峽兩岸
商務協調會與海峽兩岸經貿協調會
舉行聯席會議的情形。左二為鄭鴻
業會長，左三為張平沼會長，左四
為丁楷恩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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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一九八九年海峽兩岸經貿商
務協調會聯席會議。

上
一九九Ο年七月四日兩會第二次聯席會議於
北京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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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一九九二年三月四日兩會召開一九九二年度聯席會議於廣州。

下
一九九五年海峽兩岸商務協調會與海峽兩岸經貿協調會於褔州
舉行聯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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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二ΟΟ九年九月兩會
二十週年慶，張平沼
會長發表兩會成立
二十週年感言。

上
二ΟΟ九年九月於北京
慶祝兩會成立二十週年
大合影。

下
一九九九年兩會十週年
慶，張平沼會長發表感性
回顧與展望未來之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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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歷史航程

登陸

拜會

上
一九九Ο年七月「海峽兩岸貿易投資研討會」會後，張平沼會長與吳學謙
副總理洽談甚歡。

下
一九九O年七月「海峽兩岸貿易投資研討會」會後，大陸首長會見部份與
會代表於人民大會堂。左起鄭鴻業、余德培、李鵬、張平沼、吳學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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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一九九一年十月吳儀女
士和張平沼會長，細讀
廣交會成立七十屆之感
謝獎杯上文字的畫面。

下
一九九一年九月(中秋節
前夕)張平沼會長伉儷與
朱鎔基先生(左三)在上海
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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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一九九一年四月張
平沼會長與廣東省
省長葉選平會面之
歡愉鏡頭。

右
一 九 九 三 年 十 月
十五日張平沼會長
與李嵐清先生在釣
魚 台 國 賓 館 之 晤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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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一九九三年十月張平
沼會長與當時的台辦
主任王兆國先生在北
京之會晤。

左
一九九三年十月張平
沼會長與鄧榕女士在
釣魚台國賓館會面之
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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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張平沼會長與大陸海峽
兩岸關係協會(簡稱海協會)首任會長汪道涵先生，
在上海會商兩岸交流事宜後餐敘之情景。

右
一九九九年張平沼會長與海協會副會長唐樹備於釣
魚台賓館交換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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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兩岸交流30年

上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張平沼會長率團訪問
北京國務院，於人民大會堂與錢其琛副
總理(中)等合影。

左
二ΟΟ五年一月，張平沼會長拜會海協會
陳雲林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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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兩岸交流30年

上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張平沼會長率團拜會商務部副部
長安民(右三)。

左
二ΟΟ一年張平沼會長伉儷訪問南京，與江蘇省省長
季允石(右四)共商如何促進兩岸經貿交流。

右上
二ΟΟ二年十月張平沼會長與四川省長張中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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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兩岸交流30年

右
二ΟΟ四年張平沼會長率領商務
考察團，拜會河南省委李克強書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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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二ΟΟ四年九月張平沼會長率領河
南商務考察團，與河南省委書記
李克強會面。

左
二ΟΟ三年張平沼會長率團訪問陜
西省委書記李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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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二ΟΟ四年張平沼會長拜會統戰部部
長劉延東。

右
二ΟΟ七年八月張平沼會長率團拜會
黑龍江省省長張左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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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二ΟΟ七年九月張平沼會
長受邀參與魯台經貿洽談
會，圖為歡迎晚宴(左起)
海協會副會長鄭立中、山
東省省長姜大明、國民黨
副主席林豐正、張平沼會
長。

左
二ΟΟ七年十一月張平沼
會長與陜西省長袁純清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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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兩岸交流30年

上
二ΟΟ九年九月中國政法大學
黃進校長特頒「名譽教授」聘
書予張平沼會長，為該校有史
以來第四位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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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兩岸交流30年

上
二ΟΟ九年九月張平沼會長率團
赴吉林拜會省長韓長賦，韓長賦
正好是中國政法大學的校友，笑
稱「那我要叫您老師了！」

海峽兩岸交流30年定案1-37.indd   35 2019/10/1   上午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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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二Ο一Ο年五月山東省副省長才利民率團訪台，拜會張
平沼會長。

下
二ΟΟ九年五月海協會副會長安民訪台，張會長致
贈翠玉白菜。

上
二ΟΟ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江蘇省委梁寶華書記率江
西經貿訪台，與張平沼會長合影。

開啟歷史航程

陸方

訪台

海峽兩岸交流30年定案1-37.indd   36 2019/10/1   上午10:11



37 兩岸交流30年

上
二Ο一四年五月吉林
省陳偉根副省長(左
二)率領經貿代表團
訪台，拜會張平沼。

左
二Ο一Ο年十月河南
省史濟春副省長率團
訪台，拜會張平沼會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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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兩岸交流30年

一九九Ο年七月二日兩會首次在北京長城大

飯店合辦「海峽兩岸貿易投資研討會」，為

期三天，兩岸出席代表高達一千二百多人

（台灣參加者就有六百七十人）。屬當年一

大盛事，且與會人數之眾至二十世紀結束尚

未有破此紀錄者。斯時從江澤民主席、李鵬

總理以降無不支持有加。

盛事傳芳

伍

一、影響深遠的盛會

上
一九九Ο年七月二日在北京
長城大飯店首次合辦「海峽
兩岸貿易投資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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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兩會於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在
北京舉辦「海峽兩岸專利商
標著作權學術研討會」。

上
兩會於一九九四年十一
月，在北京和中國貿促會
及台灣省商業會，共同舉
辦「海峽兩岸企業產品交
流展覽會暨海峽兩岸貿易
實務研討會」。

下
兩會於一九九一年九月在上海太平洋大飯
店，舉辦為期兩天之「海峽兩岸經濟洽
談會」，兩岸出席代表超過一千人(台灣
有三百五十人與會)。圖為當時開會之一
隅，左二起孫曉郁、鄭鴻業、黃菊、張平
沼、俞曉松、熊啟放、汪道涵、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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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兩岸交流30年

有往無來非禮也，兩岸經貿往來愈頻繁，彼

此相互依存關係自日亦密切，兩岸經貿人士

的彼此參訪，並透過舉辦各種兩岸交流會及

經貿研討會，對兩岸之經濟發展更有催化作

用，也是穩定兩岸關係的重要支柱。

上
一九九Ο年七月二日在北京

長城大飯店首次合辦「海

峽兩岸貿易投資研討會」

右
一九九三年在湖北省武漢市舉行「海峽兩
岸工商同業交流合作會」。

下
一九九三年十月在廣西省南寧市舉行「海
峽兩岸工商同業交流合作會」。

二、有來有往的交流

經貿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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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兩岸交流30年

左
一九九四年九月
在陜西省西安市
舉辦「工商界經
貿座談會」，圖
為張平沼會長與
陝西省副省長鄭
斯林 (右起第四
人)共同主持會議
之鏡頭。

左
一九九四年在北
京中國國際展覽
中心舉辦之「海
峽兩岸企業產品
交流展覽會暨海
峽兩岸貿易實務
研討會」。

左
一九九五年七月
在湖南省長沙市
舉辦「海峽兩岸
合 作 產 銷 洽 談
會」，圖為洽談
會會後與會代表
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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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兩岸交流30年

上
二ΟΟ九張平沼
會長於第十五屆
魯台經貿洽談會
上發表演說。

上
二ΟΟ六年十月十五
日於廣州第一ΟΟ屆
中國出口商品交易
會(廣交會)，張平
沼會長(左四)榮獲
大會頒發「百屆輝
煌傑出貢獻獎」，
由 總 理 溫 家 寶 頒
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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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兩岸交流30年

上
二ΟΟ七年張平沼會
長(左三)率團參加第
十三屆魯台經貿洽談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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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兩岸交流30年

上
二Ο一一年六月「中原經濟區合作之旅─走
進臺灣」產業合作懇談會，河南省長郭庚茂
(右)率參訪團訪台，張平沼會長(中)和郭省長
溝通意見，左為河南台商會長王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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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兩岸交流30年

上
二ΟΟ九年河南省省委書記徐光春(右四)率團訪台，
張平沼會長(右三)參與豫台經貿合作交流會。

中
二Ο一Ο年舉辦合作共贏-贛州台北交流會。

下
二Ο一三年五月青島市與台灣工商團體座談會，李
群書記率參訪團訪台，張平沼會長和李群書記交換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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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兩岸交流30年

上
一九九一年六月
張平沼會長率領
台灣省商業會理
監事及眷屬，訪
問青島並於下榻
飯店前留影。

上
一九九四年九月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應本會之邀
請，首次以「知識產權專業人士訪問團」名義訪台，
張平沼會長與前經濟部次長李模(右四)等人歡迎該團
團長解建群(右二)的場面，左三的陸方訪問團團員為
李模多年未見的同學湯中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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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張平沼會長接待大陸
世貿年會代表團。

左
一九九九年一月中國
貿促會來台參訪，張
平沼會長與崔玉山副
會長在會場交換紀念
品之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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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兩岸交流30年

右
陝西行第二天，張平沼會長率團祭拜黃帝陵時與
接待人員合影。

右頁下
陝西行第三天，張平沼會長率團參觀秦兵馬俑博
物館，館長吳永琪親自接待解說。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張平沼會長訪陝

西省。第一天在西安，受到和前美

國總統柯林頓同規格的「唐朝古

禮」迎賓進城門接待，並接受西安

市長馮煦初致贈「古城之鑰」(圖

右)。

陜西古城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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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兩岸交流30年

右
一九九九年張平沼
會長接受天津市長
李盛霖致贈天津市
五十週年紀念冊。

上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海峽兩岸商
務協調會考察天津市時受到熱
烈歡迎，圖中小朋友曾訪台演
出，天津市長李盛霖(張平沼
會長右邊)與代表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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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兩岸交流30年

上
二ΟΟ三年張平沼會長率團拜會中國珠算協會會長遲海濱(右
二，原財政部副部長)。

下
二ΟΟ二年十月張平沼會長應邀率團訪問四川受到熱烈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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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二ΟΟ五年張平沼會長率團拜會湖南省長副省長賀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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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兩岸交流30年

上
二ΟΟ七年六月江西省貿促
會來訪，與張平沼會長合
影。

左
二ΟΟ八年十月中國貿促總
會副會長王錦珍一行人與張
平沼會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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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二ΟΟ九年三月中國貿促總會
會長萬季飛(右五)率團訪台，
拜會張平沼會長。

右
二ΟΟ九年二月福建省副省長
葉雙瑜訪台，與張平沼會長互
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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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兩岸交流30年

上
二ΟΟ九年三月湖北副省
長田承忠訪台，就兩岸交
流議題與張平沼會長交換
意見。

左
二ΟΟ九年七月南京市副
市長趙曉江率團訪台與張
平沼會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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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二ΟΟ九年九月張平沼會長率團
拜訪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
淼(右三)。

右
二ΟΟ九年九月張平沼會長率團
至北京訪問，與中國國家工商
總局副局長鍾攸平合影。

右
二ΟΟ九年張平沼會長率團訪問
中國政法大學與黃進校長(前排
左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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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兩岸交流30年

左
二ΟΟ九年張平沼
會長率團訪問國
台辦，與國台辦
副主任孫亞夫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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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兩岸交流30年

張平沼會長於推動兩岸經貿交流中亦注重歷

史及文化之尋根，例如他於一九九Ο年春首

次登上大陸在和褔建省省長王兆國會晤時，

王省長詢其祖籍時他說，他之祖先乃於三百

前由褔建漳州金浦遷台，以致如今「無親可

探」，但應「有根可尋」。一九九二年四月

參加南京市舉辦之「海峽兩岸工商同業交流

會」時即率同與會之台灣代表到紫金山祭謁

中山陵，於感念孫中山先生對中國歷史的偉

大貢獻，乃商請大陸有關政府之同意與支

持，由「海峽兩岸商務協調會」與台灣省商

業會聯合於中山陵相對之梅花山風景區捐建

「博愛閣」一座以紀念中山先生，於一生革

命中所發揚之「博愛」精神，該閣委請大陸

有關單位代建於翌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山先生

一二八歲誕辰紀念落成啟用。

三、飲水思源的象徵

上
張平沼會長(右一)一九九一年獲邀參加湄洲島
媽祖廟廣場擴充改建奠基典禮。由世界華商總
會主席丁楷恩︑福建省長賈慶林︑福建省委書
記陳光毅(左起)共同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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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一九九二年張平沼會長率訪問團赴
南京中山陵祭謁。

左
一九九三年博愛閣落成典禮之情
形。

下
張平沼會長所題之博愛閣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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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兩岸交流30年

「毋忘在莒」，是中國傳頌古今千年，人人

耳熟能詳的史實，是歷史的中國、文化的中

國。「九二共識」無涉民族分裂，不容倡議

民族獨立，它寄予兩岸存同化異，和平發

展，正如同「毋忘在莒」的救國精神，致力

中華民族的復興，兩岸同胞須精誠團結，民

族共和。因此，為彰顯兩岸一家親理念，

深化兩岸實質合作，海峽兩岸商務協調會提

出「兩岸一家親，毋忘在莒，合作交流計

畫」，凸顯兩岸文化同源，血脈同根的史

實，藉由「毋忘在莒」的當代意義「不忘初

心，不忘本」，持續深化兩地交流內涵、廣

泛推動交流合作，為兩岸和平統一發展作出

重要的積極貢獻。

鑒於，新時代賦予「毋忘在莒」積極性的意

義，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號召當下，有利

于增進兩岸友好交流認同，加強文化創意拓

展，在文化交流和商務合作中實現良性互

動、互惠交流、共創雙贏的目標，正是全球

中國人的共同心願。

基於此，倡議海峽兩岸應共同合作舉辦「海

峽兩岸毋忘在莒論壇」系列交流活動，期透

過學術交流、文創產業等形式，連結兩岸專

家學者意見領袖、與青年學子智慧，共同弘

揚中華文化。以文化共鳴促進兩岸交流發

展，打造文創品牌，深化兩岸廣泛、多元的

交流與合作，共同推動兩岸和平發展。

上
二Ο一九年一月國美酒業集團董事長武玉杰(右二)
拜會連戰主席(中)︑張平沼會長(左二)，就「毋忘
在莒」歷史文化價值來促進兩岸城市交流合作等議
題交換意見。

四、見證兩岸一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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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二Ο一九年六月國美酒業集團董事長
武玉杰(右三)拜會吳伯雄主席(中)︑
張平沼會長(左三)，就「毋忘在莒」
歷史文化價值來促進兩岸城市交流合
作等議題交換意見。

上
二Ο一八年八月日照政協主席王斌
(右)與我會黃旭昇秘書長(左)，共同
展現「兩岸一家親」墨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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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著作權的交流與突破

陸

張平
沼會長積極推動兩岸交流三十年

不遺餘力，其中在兩岸商標著

作權議題上扮演重要推手，一九九一年海商

會開兩岸之先河，於廣東珠海創辦「海峽兩

岸商標、專利、著作權研討會」，兩岸專家

學者共七十餘人參加盛會。後續於二ΟΟ六

至二Ο一八年期間，逐年舉辦「兩岸商標論

壇」，促進兩岸官員對商標議題進行協商，

成功解決眾多兩岸商標爭議問題，成果豐

碩，過往民間所舉辦之論壇，台灣官員只能

以顧問或委員名義出席，這次論壇增列參加

者官銜，是兩岸交流重大突破。

兩岸商標論壇始於二ΟΟ六年台灣的海峽兩

岸商務協調會與大陸的中華商標協會，於北

京簽訂協議書，搭起兩岸商標交流機制，二

ΟΟ六年首屆兩岸商標論壇於福建廈門舉

行，建立兩岸商標交流管道，是為海峽兩岸

唯一民間合作窗口。二ΟΟ七年第二屆論壇

移師台北舉辦，順利解決阿里山、日月潭茶

產區地名在大陸遭搶註問題，讓此論壇成為

解決兩岸商標問題之重要平台。

二ΟΟ八年第三屆兩岸商標論壇於四川成都

登場，在雙方共同努力之下，「台灣啤酒」

獲准審定，並對台灣知名農產品地名例如

「古坑」、「池上」、「西螺」、「燕巢」

等在大陸遭搶註案件，予以全部撤銷;台灣

智慧財產局也對大陸著名商標「七匹狼」、

「小肥羊」在台遭搶註案件均不准登記。二

ΟΟ九在台北舉行第四屆論壇，成果豐碩，

「台灣啤酒」順利取得商標登記證，中華電

信商標也在二ΟΟ九年九月二十七日獲審

定公告，將順利完成註冊。遭到惡意註冊的

「永慶」商標也被撤銷，由台灣永慶房屋仲

介公司順利註冊「永慶房屋」商標。另台商

在大陸註冊「摩卡MOCCA」商標爭議案，

也在北京一中院獲勝訴判決。「池上」米在

中國大陸申請地理標誌保護，為台灣第一件

地理標記以證明商標型態審定的商標。「慈

濟」更獲大陸工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認定

為「馳名商標」，創下兩岸非營利事業之先

例。

二Ο一一年二月十六日正式成立「台灣行業

領導品牌企業聯盟」，開啟台灣發展品牌新

紀元。聯盟成員「美利達自行車」、「寶島

眼鏡」、「克麗緹娜化妝品」獲馳名商標，

二Ο一三年聯盟成員「海昌隱形眼鏡」、

「億光電子」獲馳名商標，「台塩」商標獲

准註冊，二Ο一四年聯盟成員「堤維西交通

工業」「法藍瓷」、「震旦行」以及「信義

房屋仲介」獲馳名商標殊榮。二Ο一五年總

局到台灣頒發府城百年老店「度小月」商標

的註冊證，及宣布MIT微笑證明商標已獲得初

步審定的好消息，具體展現兩岸商標保護合

作成效。在經由中國大陸國家工商總局做出

積極保護行動，改善兩岸商標搶註作為，順

利解決台灣重要商標遭搶註問題，兩岸商標

保護合作成果備受各界肯定，也促成臺商高

度熱情的參與，并將兩岸二會建立之「兩岸

商標論壇」視為解決兩岸商標問題之重要平

台。

綜而言之，張平沼會長一手奠定兩岸商標論

壇機制，順利解決茶產區、農產、企業搶

註，甚至慈濟遭仿冒等諸多問題，乃至於簽

署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IPR)並

建立官方平台，成果蔚為可觀且非旦夕之力

能成其功。透過頻繁交流，必可增進兩岸的

認知和共識，化解彼此的歧見和誤解，進而

對雙方人民、企業在商標互相保護方面，發

揮積極而巨大的幫助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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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著作權的交流與突破

陸

上
二ΟΟ六年中華商標協會和海峽兩岸商務協調會於北
京簽約儀式，右為張平沼會長，左為中華商標協會會
長李建中。

下
二ΟΟ七年第二屆兩岸商標論壇移師台北舉辦，由原
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副總局長李東生(前排左
四)率團訪台，與台灣智慧財產局副局長王美花(前排
右三)等人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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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二ΟΟ八年十一月張平沼
會長率團參與「第三屆
海峽兩岸商標研討會」
於大陸四川，會後大合
影，左九為原中國國家
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副總
局長付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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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二ΟΟ八年十一月張平沼會
長率領台灣智慧財產局人員
至四川，參與「海峽兩岸版
權保護研討會」，會後大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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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二ΟΟ九年原中國國家工商
行政管理總局副總局長付
雙建與台灣商務人士，針
對商標議題進行交流座談
情景。

上
二ΟΟ八年張
平沼會長與原
中國國家工商
行政管理總局
副總局長付雙
建於成都會
談，就兩岸商
標智財權議題
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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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二ΟΟ九年兩岸商標研討會一隅，張平沼會長主持會議。

下
二ΟΟ九年第四屆兩岸商標研討會於台北舉辦，由原中國國
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副總局長付雙建(前排左四)率團訪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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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二ΟΟ九年「台灣啤酒」商標獲大陸登記註
冊，原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副總局
長付雙建(左)、張平沼會長(中)、台灣菸酒
公司董事長韋伯韜(右)一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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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二ΟΟ九年十一月中國版權協會理事長沈仁
幹(前排左三)率團訪台參與「兩岸著作權論
壇」。

左
二ΟΟ九年「兩岸商標交流成果回顧」記者
會場景，其中最重要成果為二ΟΟ九年一月
十一日，中國商標評審委員會作出裁定，撤
銷「朝陽慈濟」商標，並同時認定「慈濟」
在中國大陸為「馳名商標」，為兩岸非營利
事業單位，第一件被認定為馳名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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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二Ο一Ο年「第五屆海峽兩岸商研討會」於貴州舉辦，會後合影。

上右
二Ο一一年「第六屆海峽兩岸商標論壇」於台北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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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二Ο一四年「第九屆海峽兩岸商標研討會」於內蒙古呼和浩特舉辦。

下左
二Ο一二年「第七屆海峽兩岸商標研討會」於無錫舉辦。

下右
二Ο一三年「第八屆海峽兩岸商標論壇」於台北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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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二Ο一五年「第十屆
海峽兩岸商標論壇」
於台北舉辦。

下
二Ο一六年「第十一
屆海峽兩岸商標論
壇」於福建平潭舉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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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二Ο一七年「第十二屆海峽兩
岸商標論壇」於台北舉辦。

下
二Ο一八年「第十三屆海峽兩
岸商標論壇」於寧夏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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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
曾和大陸中國貿促會及經貿協調

會共同寫下兩岸十大創舉紀錄。

1. 第一個在北京創辦"海峽兩岸貿易投資研討

會"，兩岸出席代表多達一千二百餘人(台

灣地區六百七十人)，會期三天。時間：

一九九Ο年七月。地點：長城大飯店。

2. 第一個在上海創辦"海峽兩岸經濟洽談

會"，兩岸出席代表亦超過一千人(台灣

地區三百五十人 )， 會期二天。時間：

一九九一年九月。地點：上海虹橋區威士

汀太平洋大飯店。會後，適逢中秋佳節，

兩岸的出席代表約一千人，於中秋月圓之

夜，泛舟黃浦江上游江賞月。

3. 第一個創辦分地區，同業對同業的"海峽兩

岸工商同業交流合作會"，讓兩岸同一行業

負責人齊聚ㄧ堂，面對面談些投資貿易的

實質問題。時間和地點：一九九二年四月

南京(台灣/江蘇)；一九九二年九月哈爾賓

(台灣/黑龍江)；一九九三年六月武漢(台灣/

武漢)；一九九三年十月南寧(台灣/廣西)。

4. 第一個創辦"海峽兩岸商標、專利、著作權

研討會"，兩岸專家學者共七十餘人參加

盛會。時間：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地點：

廣東珠海。後續於二ΟΟ六至二Ο一八

年，逐年舉辦『兩岸商標論壇』，促進兩

岸官員對商標議題進行協商，成功解決眾

多兩岸商標爭議問題，過往民間所舉辦之

論壇，台灣官員只能以顧問或委員名義出

席，這次論壇增列參加者官銜，是重大突

破之一。

5. 第一個獲准在南京中山陵創建紀念 國父孫

中山先生的「博愛閣」，時間：一九九三

年十一月十二日落成啟用。

6. 第一個促成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首次

組團(知識產權專業人士訪問團)由解建群

副會長率領成功地到台訪問十天。時間：

一九九四年九月。

7. 第一個在北京創辦只准兩岸廠商參展的

海峽兩岸企業產品交流展覽會，時間：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地點：中國國際展覽

中心。

8. 第一個在北京創辦海峽兩岸貿易實務研討

會，時間：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地點：中

國國際展覽中心綜合服務樓大會議廳。

9. 第一個由兩會在新加坡聯合創辦海峽兩岸

精品展覽會，時間：一九九五年四月，地

點：新加坡世貿中心。

10. 第一個創辦"海峽兩岸合作外銷洽談會"，

目的在推廣台灣接單大陸出貨的三角貿

易。時間：一九九五年七月。地點：湖南

長沙先辦，四川成都後半。方式為由台灣

貿易商和湘、川兩省的供貨商，對口洽

談、看樣(樣品)議價，會期各為兩天。

十大創舉

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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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海峽兩岸商務發展基金會基本資料

名稱∕財團法人海峽兩岸商務發展基金會

設立日期∕一九九三年九月

設立目的∕強化兩岸經貿交流 / 促進兩岸商務發展

董事長∕張平沼先生

會址∕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216號11樓A2

         TEL: (02) 27351500   FAX: (02) 27351560

登記∕台北地方法院登記處所發的法人登記證書號碼 : 001731

簡稱∕海商會

業務∕包括 :

1.兩岸工商資訊蒐集      2.兩岸工商諮詢服務   

3.兩岸工商展覽            4.兩岸經貿書刊出版   

5.兩岸稅務諮詢            6.兩岸工商考察  

7.兩岸智慧財產權研討   8.兩岸工商專題研討、講習   

9.受託辦理有關兩岸商務發展事項    

10.合作辦理有關兩岸商務發展事項    

11.與台商聯繫             12.經主管機關許可理之其他事項

關係∕

1.與總會設在香港的海峽兩岸商務協調會是一體兩面的關係團體

2.與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海峽兩岸經貿協調會保持有良好的合作關係

關於海商會

捌

海峽兩岸商務協調會基本資料

名稱∕海峽兩岸商務協調會

設立日期∕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設立目的∕促進兩岸經貿交流∕維護兩岸廠商權益

會長∕張平沼先生

會址∕1.總會設在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28號中華大廈2樓

         TEL:(852)25289298   FAX: (852)25278710

                    2.台北設聯絡處 :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216號11樓A2

                    TEL:(02)27351500     FAX:(02)27351560

網址∕www.ccicsonline.net

登記∕香港政府所發的登記證號碼 : 13309572-000-01

簡稱∕商協會

成員∕委員制，委員均為台灣地區民間工商界領導人士或專家學者

服務∕包括工商諮詢、法律及仲裁調解、智慧財產權三大項

績效∕本會為兩岸隔絕四十年後第一個設立與兩岸有關且曾擁有十大創舉的民間團體

關係∕1.與在台北登記設立的財團法人海峽兩岸商務發展基金會是一體兩面的關係團體

                2.與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海峽兩岸經貿協調會保持有良好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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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單位活動訊息

玖

第五屆海峽兩岸服務業論壇 

台灣
服務業聯盟協會（以下簡稱：本

會）與大陸「中國商業聯合會」

共同舉辦之「第五屆海峽兩岸服務業論壇暨

兩岸卓越貢獻服務企業獎頒獎」二〇一五年

五月十八、十九日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揭開

序幕。該論壇除由本會及中國商業聯合會共

同主辦外，亦有台灣貿易中心及中國機電商

會台北辦事處等相關單位進行協辦。

海峽兩岸服務業論壇是由臺灣服務業聯盟協

會榮譽理事長張平沼於二〇一一年與中國商

業聯合會會長張志剛首創，為兩岸服務業

領域交流活動的先河，更為深化兩岸交流

與合作，特增加此一重要活動。第五屆兩岸

服務業論壇，邀請兩岸服務業相關業者與貴

賓進行交流，台灣方面出席貴賓有海峽交流

基金會周繼祥副董事長、台灣貿易中心梁國

新董事長及台灣經濟研究院江丙坤董事長等

人；大陸方面係由前商務部副部長張志剛擔

任會長的中國商業聯合會所組成的代表團一

行二十七人來台參與論壇，代表人物計有全

國政協常委陳邦柱先生、政協經濟委員會謝

渡楊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中國鐵路總

公司胡亞東先生、中商國旅王培賢總經理等

人，尚有其他該會轄管的團體如中國老齡產

業協會來台參加此一盛會。

張平沼榮譽理事長(右四)、張元銘理事長(左三)與貴賓
於現場合影。

右
張平沼榮譽理事長(前排
左五)、張元銘理事長(後
排左九)與貴賓合影。

海峽兩岸交流30年定案38-80.indd   76 2019/10/1   上午10:14



77 兩岸交流30年

第七屆海峽兩岸服務業論壇

由臺
灣服務業聯盟協會、中國商業聯

合會共同主辦「第七屆海峽兩岸

服務業論壇」，以「服務升級 經濟共享」

為主題於二〇一七年五月十八日至十九日在

金門昇恆昌金湖大飯店太武宴會廳舉行，臺

灣服務業聯盟協會理事長張元銘及中國商業

聯合會會長姜明代表主辦單位致歡迎詞，並

邀請前行政院長張善政、中國商報社總編輯

魏穩虎、中國酒類流通協會常務副會長王新

國、中國舊協庫存折扣商品專門委員會常務

副會長毛德鼠、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協會臺北

辦事處主任羅宏及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

臺北辦事處組長姚衛東等貴賓，金門方面包

括縣府秘書長林德恭、商會理事長蔡育仁、

金門信用合作社主席陳松泉、工策會總幹事

王中聖等人出席。

臺灣服務業聯盟協會理事長張元銘致詞時表

示，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服務業業態

也有了各種翻天覆地的變革，其中，金融業

與零售業的變化更加巨大，數位金融3.0、電

子支付、電子商務、虛實整合 O2O（Online to 

Offline）等新議題紛紛出現，挑戰伴隨著這

些新趨勢帶來的機遇浮現，如何善用這些機

遇、妥善因應隨之而來的挑戰，是兩岸企業

所關切。台灣面對內需市場有限，以台灣服

務業為發展的基礎，以大陸的市場為腹地，

而大陸目前加快開放服務業的腳步不只迎來

了機遇、更帶來了挑戰，本會為加強兩岸在

服務業的交流溝通，減少或消除雙方之間涵

蓋眾多的服務障礙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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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綠色食品暨生態農業發展新里程

上
財團法人臺灣綠色食品暨生態農業發展基金會
董事張元銘代表，與中國綠色食品協會授權代
表楊培生副主任，共同簽署「海峽兩岸綠色食
品、有機食品交流與合作備忘錄」。

「財
團法人台灣綠色食品暨生態農業

發展基金會」成立於二〇一七年

十月，創辦人張平沼董事長期望兩岸藉由民

間團體共同攜手，從事綠色食品、有機產品

的交流合作，提供國內精緻優質、有品牌認

證的食品輸出大陸，創造食品進步發展商機

並促進農業永續發展。

本基金會於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五日在廈門與

中國綠色食品協會簽署「海峽兩岸綠色食

品、有機食品交流與合作備忘錄」，由基金

會代表張元銘董事與協會代表楊培生副主任

共同簽署，由本基金會做為申請綠色有機食

品標誌的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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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
法人臺灣綠色食品暨生態農業

發展基金會與臺灣商業聯合總

會、財團法人海峽兩岸商務發展基金會，於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七日下午在台北市王朝大

酒店舉辦「兩岸綠色食品及有機食品發展座

談會」，邀請大陸綠色食品專家中國綠色食

品發展中心張華榮主任(下圖左五)等，說明綠

色食品發展過程與未來展望，並就兩岸有機

農業由專家做專題報告與經驗交流，座談會

並邀請國內相關農業、食品業界共八十餘人

與會，大會圓滿成功。

大會主席張平沼董事長首先歡迎來自兩岸與

會貴賓參加本項座談會，並說明二〇一八年

十二月五日由基金會與大陸綠色食品協會簽

署「海峽兩岸綠色食品、有機食品交流與合

作備忘錄」後，將強化兩岸民間團體攜手從

事綠色食品、有機產品的交流合作，並協助

企業外銷大陸時取得綠色、有機食品認驗

證，提升國內產品在大陸的競爭力與商機。

本次座談會特別邀請大陸專家說明大陸綠色

食品發展過程、技術標準、運作模式與發展

前景展望；另外，兩岸均推動有機農業，本

議題由兩岸專家分別說明有機農業發展概

況、有機產品法規與管理、認驗證體系，以

及發展展望等，並做實務經驗交流與意見交

換。

兩岸綠色食品及有機食品發展座談會

左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七日舉辦
「兩岸綠色食品及有機食品發
展座談會」，大會主席張平沼
董事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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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

貿促會)成立於一九五二年，

是大陸對外貿易投資促進最重要機構。自

一九八九年貿促會鄭鴻業會長與本會張平沼

理事長於香港簽署兩岸商務交流協議以來，

歷經郭東坡、俞曉松、萬季飛、姜增偉、高

燕等歷任會長均與本會張理事長往來密切保

持友好關係。

本次貿促會台港澳企業服務中心陳志團主任

一行六人，特地拜會本會張平沼理事長，除

了敘舊，更期許兩會能加強未來合作關係，

共同為兩岸企業努力。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台港澳企業服務中心

陳志團主任率團來訪本會張平沼理事長

上
參訪合照。圖為台灣商業聯合總會張平沼理事長
(右四)、貿促會台港澳企業服務中心陳志團主任
(右五)、貿促會台港澳企業服務中心黃鸝處長(右
六)、台灣商業聯合總會呂宏生副祕書長(左一)、
台灣商業聯合總會蔡毅憬副祕書長(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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