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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官上任三把火 先為陸資拆枷鎖

【本報訊】綜合中新社及中通社 3 日報道：李鴻
源表示，台灣現在開放的21項陸資投資項目，聽來數
字不少，但每項都有層層的鎖，陸資根本沒辦法投資。

不能向陸資公司採購
李鴻源舉例說，台灣有一項規定，可以向大陸採

購物品，但不能向陸資在台投資的公司採購，在這樣
的規定下除非陸資頭殼壞掉了才會來投資。又例如，
台方開放陸資投資港埠設施，卻未開放投資倉儲服務
業。李鴻源指出，既要開放陸資，就要把相關配套一
併考慮。

李鴻源檢討說，台灣開放陸資來台投資近 3 年，

結果投資總額僅1.5億多美元，而台灣去大陸投資金額
高達幾百億美元。打開限制陸資來台投資的鎖，對台
灣絕對有益。日前他在台灣 「行政院」邀集各相關部
門開會討論，方向很明確，就是要開放陸資來台限制
，而且開放項目會達42項。未來每半年經濟部就會檢
討一次。

不鼓勵陸資投資樓市
李鴻源也指出，希望陸資來台投資公共建設，但

不鼓勵投資房地產。台灣開放陸資投資公共建設，由
其出資進行建設，不是承包工程，不要引起誤解。他
說，現在當局每年公共建設預算缺口為2000億新台幣
，大陸有資金需要投資管道，外資可以做的（項目）
，陸資也應該可以做。

李鴻源強調，開放陸資來台投資，必須玩真的，
否則大陸方面會認為台灣沒誠意，就算開放再多項目
，也不會有人來。

此外，經濟部日前核准 4 件陸資來台投資案，總

金額高達 9322 萬美元，一舉超越去年全年累計金額
4000多萬美元。對於未來陸資來台情況，經濟部次長
黃重球表示，前景看好。

李鴻源：解禁必須玩真的
台灣開放陸資入島近3年，吸引投資總

額約1億5千萬美元。將於6日履職的台灣
新任 「內政部長」 李鴻源表示，解開限制陸
資來台投資的鎖，必須玩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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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台辦、
國台辦主任王毅在最
新一期《兩岸關係》
雜誌中發表新年寄語
，除了向台灣同胞致

以誠摯問候外，還展望未來兩岸關係
的走向。正是 「一年之計在於春」，
王毅的這番新年寄語也可視為是今年
兩岸交流合作的原則和步調，可概括
為八個字 「克難前行，繼往開來」。

「克難前行」中的 「難」指的是
剛於上月舉行的島內大選。爭取連任
的馬英九近四年來改善兩岸關係的成
果有目共睹：大陸海協會和台灣海基
會在 「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恢復了
中斷九年的事務性協商，簽署了十六
項惠及兩岸同胞的協議。正當兩岸關
係 「風正一帆懸」，民進黨方面卻始
終否定兩岸交往和對話的必要前提
「九二共識」，讓兩岸關係瀕臨停滯

、甚至倒退的危險局面。不過， 「求
和平，拚經濟」已蔚為島內主流民意
，馬英九在最近的選舉中擊敗蔡英文
，選民不僅是投給馬英九一票，更是
投給 「九二共識」一票，投給兩岸交
流一票。這一票不僅是對馬政府過去
推動兩岸交流成果的肯定，更是鼓勵
馬政府今後應進一步擴大兩岸交流的
範圍，增加兩岸交流的項目，深化兩
岸交流的層級。這也正是王毅所說的
「繼往開來，再譜新篇」。

也許有人認為，這幾年兩岸經貿
交流發展之快有如一日千里，今後應
迅速轉入政治議題的商談。誠然，前
四年兩岸在經貿、文化、教育、宗教
等方面展開全方位交流，但非冒進做
法，主要是由於 2000 年至 2008 年民
進黨執政時期，鼓吹 「一邊一國」，
從而令兩岸關係陷入低谷，兩岸事務
性協商也不得不中斷。這些年兩會簽
署一系列協議不過是填補那八年兩岸
關係的空白。

去年一月起ECFA早收清單正式實施。台灣
539 個貨物項目和大陸 267 個貨物項目雖列入了
首輪減免稅計劃中，但相較於兩岸數千種貨物，
這幾百項不過是 「九牛一毛」，今後兩岸仍需就
ECFA後續貨品貿易、服務業貿易、投資保障協
議、爭端解決等展開協商。據悉，新一輪貨品貿
易協商所涉及降稅項目，台灣方面就多達五千多
項，大陸方面也涉及六千多項。此外，台當局於
2009 年與 2011 年分兩階段開放陸資赴台，總計
開放247項，製造業與服務業開放比率只有42%
，大陸企業在台灣總投資金額只有1.5億美元，
去年陸企來台投資金額更只有 4200 萬美元。顯
然，如何進一步促進陸資入島，仍是兩岸今後要
共同解決的問題。至於陸客赴台個人遊，如今大
陸只開放了北京、上海和廈門三個城市，未來如
何擴大個人遊赴台的規模，兩岸也需進一步商榷
。還有陸生赴台就讀，由於台灣方面諸多限制，
去年首次招生的效果未如理想，今後應考慮放寬
規定。

兩岸交流雖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後續還有不
少問題亟待解決，所以，王毅在新年寄語中
也特別強調今年要繼續秉持 「先易後難，
先經後政」的循序漸進思路。這無疑是
務實和理性的做法。至於政治議題
協商，相信在時機成熟時會水到
渠成。

瀾瀾觀觀
隔海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 3 日消息：民進黨副秘
書長洪耀福3日表示，黨主席改選預定於3月底領表，
5月27日（周日）進行黨員投票，有效黨員數約15萬
人。

洪耀福表示，中央黨部辦理黨主席選舉時，應舉
辦至少一場電視政見發表會，時間、地點、程序與規
則，由中央黨部擬具，再與黨主席候選人協商後決定。

2008年黨主席選舉，參選黨主席者包括蔡英文、
前 「總統府資政」辜寬敏和前立委蔡同榮，蔡英文以

57.14%黨員票獲勝；2010 年參選黨主席者包括蔡英文
、前台北縣長尤清，蔡英文以 90.29%黨員票取得連
任。

蔡英文參選2012年 「總統」敗選，宣布辭去黨主
席，中執會留任到2月底，離任期屆滿尚有2個多月，
中執委將互推代理黨主席看守黨部。

有分析指出，民進黨的四大天王如蘇貞昌、游錫
堃、謝長廷等人或會蠢蠢欲動再度問鼎黨主席一職。
但部分綠營支持者則希望中生代的人出馬擔當大任，

例如高雄市長陳菊、台南市長賴清德，以及這次作為
蔡英文副手參選的蘇嘉全等人。無論最後誰勝出，勢
必在民進黨內上演一場權力重新分配的新戲碼。

此外，由於蔡英文提前 2 月底卸任，現時傳出的
代理黨主席人選民進黨內意見紛紜、眾說不一。有傳
媒報道，蔡英文在農曆大年初三，已親自勸進高雄市
長陳菊考慮接下重擔，但當下陳菊並未給予正面答案
；另外，台南市長賴清德、雲林縣長蘇治芬以及民進
黨 「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等人，都傳出可能是接任
代理黨主席的人選。但陳菊認為代理黨主席和處理高
雄市政會 「蠟燭兩頭燒」，她仍希望以高雄市政為主
。台南市長賴清德 3 日下午接受媒體採訪時也公開表
示，當前他以市政為優先，不會代理黨主席。

綠營5月選黨魁 新舊世代較勁

【本報訊】據中通社3日報道：台灣知名作家龍應
台獲馬英九邀請出任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建會）主任委
員，但其居港權問題卻成為焦點。她近日主動放棄居港
權，但台灣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主任秘書張念中3日
表示，法律並無限制公務員擁有其他地區的居留權，龍
應台6日的職務交接不受影響。

龍應台自 2003 年卸任台北市文化局長後，受香港
大學之邀於該校任教，在香港居住滿七年，因此依法擁
有香港居留權，獲發香港身份證。但在其受邀 「入閣」
後，島內媒體連日來關注其居港權問題，並追查其是否
在擁有台灣護照的同時，又持有香港特區護照。

香港媒體3日透露，龍應台獲委任為文建會主委後
，已向香港入境事務處表示放棄居港權，返台後也會把
香港身份證寄回香港。龍應台強調，她從未擁有香港護
照，也從不曾申請過香港特區護照，因此並非如媒體所
說，她個人存在 「雙重國籍」的問題；她重申，主動放
棄香港居留權是為 「避免不必要的爭議」。

台灣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主任秘書張念中3日表
示，台灣要求公務人員依法在任期內都不許可擁有雙重
「國籍」；至於居留權部分，公務員擁有其他地區的居

留權並不違法。

龍應台入閣棄居港權
台當局稱不棄亦可

【本報訊】綜合中央社及中通社3日消息：馬英九
3日表示，大陸觀光客來台自由行開放城市自3月起將
從北京、上海與廈門3個城市，擴大為11個。

官員指出，新增8個來台自由行的城市，是以過去
團體旅客來台沒有脫逃不良紀錄為原則，兩岸各自提
出開放城市名單，其中5至6個城市兩岸在名單提出時
就有共識，2至3個城市由兩岸各自提出協商取得共識。
相關人士指出，新增8個自由行城市沿海和內陸各半。

另據台媒引消息人士透露，觀光小兩會（台旅會
、海旅會）下周將在香港協商，針對第2波陸客自由行
試點城市進行最終確認，一旦拍板，本月底前就可上
路。至於備受關注的第2波試點城市，據悉，包括天津
、南京、廣州、杭州、成都、重慶、濟南等，都將入
列。

第二次自由行免財力證明
報道指，大陸旅客赴台自由行擴大試點已醞釀多

時，去年 10 月，大陸方面提出 7 個試點城市名單後，

雙方多次意見交換，目前已達成共識。《工商時報》
並引消息人士指出，小兩會（台旅會、海旅會）將於
下周二、三在香港協商，進行最後確認。

據消息人士指出，第2波試點城市將採每日500人
上限及財力證明等條件控制總量，至於試點城市開放
的多寡，並無太大影響。目前陸客赴台自由行每日平
均約200多人，遠不及每日上限500人的標準。

業界人士也表示，先前陸客自由行擴大試點遲遲
未定案，不可諱言是和台灣大選有關，現在選後，
「兩岸已經沒什麼顧慮」。

據陸委會提供數據顯示，自 2011 年 6 月 28 日首批
自由行陸客赴台後，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已核准
38549 人次，其中，已入境自由行的陸客有 29187 人次
，目前尚無滯台不歸情事。

為進一步擴大陸客自由行效益，台灣移民署稍早
宣布，自今年2月1日起，近3年內曾附財力證明申請
來台自由行，且停留期間無違規或不法情事者，再次
申請自由行，可免附財力證明。

馬：陸客赴台個人遊增8市
兩岸下周在港續商 料納入津寧穗

【本報訊】據中通社 3 日報道：全球最大博彩集
團，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Las Vegas Sands），去年
第四季營收創新高，純益達 3.2 億（美元，下同），
主要獲益於澳門與新加坡的賭場表現理想。

集團主席艾德森（Sheldon Adelson）在美國時間
1 日表示，集團未來繼續看好亞太市場，有意在台灣
、日本、韓國與越南等地興建度假村。

台灣自2009年起就熱議是否允許外資進入開設賭
場，不僅金門等離島想爭取，包括台北縣、苗栗縣、
台中市、彰化縣、屏東縣與高雄縣等各縣市政府，都
在極力爭取設立博彩特區。

負責有關管理博彩牌照的交通部早前指出，政府

傾向將賭場設在離島，以免賭場帶來經濟收益之時，
亦為都市帶來治安、社會問題。消息稱，台當局目前
傾向只發出兩張賭牌，金沙、威尼斯人、澳門新濠、
永利集團等都表示有意角逐。

金沙1日公布去年第4季業績，整體收入增長17%
達25.4億元，高於預期的24.7億元，主席艾德森表示
，主要歸功於澳門與新加坡的成長，亦帶動集團去年
第四季純益達到3.2億元。

艾德森表示，台灣將是金沙有意開發的下一個市
場，日本、韓國與越南等亞洲地區亦是有極高的投資
價值，他指亞洲地區的快速增長，金沙集團有意在亞
洲擴展版圖。

金沙博彩集團欲登台投資

【本報訊】據中通社3日報道：台灣消費
者文教基金會（消基會）3日公布有關保溫杯
的抽查結果，結果發現在15個樣本中竟有2個
樣本含有重金屬鉛、鎘，而曾一度令台灣食品
業陷入恐慌的塑化劑，竟在 14 個杯蓋樣本中
檢出，但消基會同時發現，衛生部門暫時未有
任何條文規管保溫杯上的塑化劑含量，形成法
律漏洞。

台灣冬季天氣濕冷，消費者經常使用保溫
杯來享受熱飲；消基會3日公布，該會於去年
10 月間，在大台北地區的零售市場採樣 15 件
保溫杯，進行檢測。

消基會呼籲民眾在使用含有塑膠材質的保
溫杯時，應該避免盛裝含油脂、酸碱類的食品
，以免高溫影響下會使塑料物釋出有害物質，
融入食物中。消基會同時發現，衛生署對容器
塑化劑量未訂定客觀標準，呼籲衛生署研議訂
定，確保消費者權益。

台逾九成保溫杯含有毒成份

【本報訊】據中通社3日報道：陳水扁兒
子陳致中1月14日競選高雄市立委失利，沉潛
多日之後再度發聲，3日在社交網站臉書貼文
強調，將繼續政治生涯再戰 2016 年立委，延
續扁家政治香火。

聲稱要為父親盡孝而以無黨籍身份參選立
委的陳致中，在高雄市前鎮小港選區與民進黨
推出的郭玟成雙雙落敗，讓國民黨提名的林國
正漁翁得利，以 38.4%的得票率勝出。陳致中
因此被綠營視作該區敗選的罪魁。

經多日沉澱後，陳致中說，雖然落選，但
是他不會離開前鎮小港。陳致中念念不忘2010
年參選高雄市議員時，他以高雄市議會 60 幾
年來最高票當選；今年 「代父出征」參選立委
，得到近4萬9000票。陳致中聲稱要繼續深耕
小港前鎮，服務處不停止、不中斷， 「再戰
2016年立委，完成今年未竟之志業」。

扁子聲稱2016再選立委

【本報訊】據中通社3日報道：台灣空軍
又傳出墜機意外，2架空軍AT-3教練機，3日
下午在屏東坊寮山區發生擦撞，其中1架平安
返營，但另1架失控墜機，機上2名飛行員跳
傘逃生，送醫急救後沒有生命危險。

AT-3教練機是台灣1970年代與諾斯諾普
．格魯曼公司合作研發，共生產 65 架。這次
出事的教練機機齡老舊，13 年間出過 12 次意
外，共造成10人死亡8人受傷。

空軍教練機擦撞 2人獲救

▲ 2010年首家陸企入資台企。圖為雙方代表當時
在台北簽訂意向書 資料圖片

來自海峽兩岸的500名兒童3日擺成 「夢」字造型，在福建省福清市以 「童心繪就中華夢」為主題，用書畫
的方式表達青少年對夢圓兩岸，和平發展的共同心聲和期盼。 中新社

夢圓兩岸

▲美國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在澳門投資興建的威
尼斯人度假村酒店 資料圖片

▲馬英九與 「行政院長」 吳敦義 3 日在台北出
席2012觀光節慶祝大會，參與啟動儀式，象徵
台灣邁向千萬旅客的目標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