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英九將於 「520」 發表連任就職演說。據了解，屆時他將着重說明 「內政發展」 與
經濟規劃。至於外界矚目的兩岸政策論述，馬英九仍將以穩定、不躁進、無意外為原則
，重申 「九二共識」 ，不會出現 「一國兩區」 四字。

兩岸政策求穩 重申九二共識
馬就職演說不談一國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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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中新社及中通社1日消息：《天
下雜誌》一項調查顯示，2011年台灣營收前1000名
的製造業企業總純益為新台幣（下同）7058 億元，
較前年大幅減少5670億元。

《天下雜誌》檢視2011年 「1000大製造業」成
績的調查1日在台北出爐。結果顯示，去年千大製造
業總營收達到25萬8207億元，較前年（2010年）成
長4.4%，但總獲利衰退達44%。

企業營收排名方面， 「1000 大製造業」第一名
由鴻海蟬聯。調查顯示，作為蘋果公司主力組裝大
廠，鴻海去年營收突破3萬億元，再度刷新台灣企業
歷史新高，佔台灣GDP達21.4%。

獲利方面，最賺錢企業前 3 名則分別是台積電
（1342 億元）、鴻海（815 億元）與宏達電（619 億
元）。

同時公布的台灣 「500大服務業」調查顯示，其

總體營收為8萬4017億，增長0.9%，總純益2608億
，較2010年減少906億。 「100大金融業」調查顯示
，台灣金融業擺脫連續 2 年衰退，總資產累積 3 萬
9872億元、營收增長2.4%，總純益從1946億增長到
2275億，增幅近17%。

《天下雜誌》指出，2011 年是台灣製造業 「開
高走低」的一年，上半場承繼前年大豐收的態勢，
卻在下半年歷經天災與歐債的衝擊，造成主要消費
市場動能熄火，後勁疲弱，兩相抵銷下，雖總體營
收上看25萬8000億元、同比小幅增長4.4%；但總純
益僅達7058億元，較前年大幅減少5670億元，平均
獲利率2.7%，只有去年的一半。

綜觀2011 年的台灣企業的表現，成長與消退並
存，不論是製造業或服務業，雙雙面臨成長趨緩、
獲利衰退的困境；只有大步 「西進」大陸的百大金
融業，數字好轉。

台1000大製造業獲利大減
金融業登陸 擺脫連續2年衰退

【本報訊】據《中國時報》報道，馬英九「520」
就職演說的架構雖大致確定，但目前仍持續就具體內
容與學者專家交換意見，希望將民間在大選中反映的
心聲納入演說。相關人士透露，相較於四年前第一任
的就職演說，今年的演說內容會用較多篇幅論述「內
政作為」、社會公義，以及融入區域經濟整合等。

至於兩岸政策，馬英九仍將重申在 「九二共識」
的基礎上，維持 「不統、不獨、不武」現狀。 「總統
府」發言人范姜泰基將同時說明，未來政府仍將以
「先急後緩、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的態度，推動兩

岸和平發展，作為未來四年兩岸互動的既定方針。

陳「內閣」最快下周總辭
日前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在北京提出 「一國兩

區」說法，府方表示，就職演說中 「不會出現這四個
字」；無論是在就職演說，或其他場合論述兩岸政策
，馬英九對兩岸定位的立場一貫以 「一個 『中華民國

』，兩個地區」為依歸。
此外， 「行政院長」陳冲 「520」前將率 「內閣

」總辭，在府院高層默契下，這波人事改組也將延攬
卸任立委 「入閣」。據透露，前立委周守訓傳出將進
入 「國安會」服務，鄭麗文、江玲君將分掌政院中部
與南部辦公室，持續耕耘基層。

馬英九第二任期於本月 20 日開始，陳冲將率
「內閣」總辭，總辭時間點可能是10日或17日。總

辭案經 「行政院會」通過後，配合 「國安」系統大改
組，包括 「國防」、 「外交」、兩岸人事也將通盤檢
討，目前除新增文化部長與政院發言人外， 「政務委
員」陣容也會調整，府院人事連動改組。

多位落選藍委或「入閣」
今年初 「二合一」選舉落幕後，國民黨多達十三

位區域立委中箭落馬，加上不分區立委也有多人未連
任，馬英九曾逐一約見落選立委，徵詢 「是否需要幫
忙或安排」，不少立委亦表態願意繼續效力。據了解
，在二月的第一波 「內閣」人事改組中，僅張顯耀獲
延攬擔任陸委會副主委，不少立委直到這波人事改組
才獲啟用。

【本報訊】據中通社1日報道：從5月1日開始，新北
市成為全台灣第一個在賣場商店採非開放式陳列木炭的縣市
，顧客在購買木炭前，賣場人員還會先詢問用途並進行登記
；市政府表示這麼做是為了防止越來越多的燒炭自殺案，讓
民眾取得木炭不那麼容易。

不過，有民眾質疑此舉是否真有效果，因為每個人登記
用途都說要 「烤肉」，還不是照樣買得到。

據統計，新北市去年發生548件自殺案，其中燒炭自殺
比率佔約3成。鑒於燒炭自殺的比例急速竄高，新北市衛生
局研擬自殺防治策略，將 「增加自殺工具取得困難度」列為
策略之一，決定從5月1日起，規定所有販售木炭的超級市
場、便利商店及五金零售等通路業者，必須採 「非開放式陳
列」，民眾若要買木炭，必需向店員洽購，店員則需主動關
心消費者購買木炭的動機，多一道把關與關懷，希望有效降
低自殺成功率。

新措施實行第一天，板橋四川路愛買賣場的課長黃高養
說，他們這個分店是把木炭上鎖在櫃子裡，要買的民眾必須
通知賣場人員，賣場人員會先詢問用途，並在登記單上非強
制性地登記姓名、購買數量，發一張心情溫度計的宣導單張
給民眾；希望經過這樣的把關，讓購買者多想一下。

防自殺 新北市賣炭從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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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將於
本 月 20 日 起 展
開第二任期，屆
時將按慣例發表
就職演講。而該
篇講話由於被視

為馬英九對島內事務和兩岸關係的施政
綱領，具有指標性意義，所以備受兩岸
各界關注。近日有台灣媒體預測，對於
未來四年的兩岸關係走向，馬英九將延
續四年前的框架，即繼續堅持 「九二共
識」，維持 「不統、不獨、不武」的現
狀。誠然，兩岸在過去四年以 「九二共
識」作為交往和協商的政治基石，取得
了一系列矚目的成績，但隨着兩岸協商
議題日趨複雜和敏感，兩岸亦須鞏固和
深化政治互信。換言之，馬英九的兩岸
政策若維持原地踏步的思維，恐難進一
步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馬英九於 2008 年 5 月 20 日上台後，
即支持在 「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恢復兩
岸協商，令兩岸關係跨入一個嶄新的時
代。不過，四年來馬英九卻未公開說明
「九二共識」中的一中內涵。因此，島

內基層民眾可能都聽說過 「九二共識」
四字，但對於其中內容，恐怕知之甚少
。其實， 「九二共識」的核心內容就是
「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

力謀求國家的統一」。如此便不難理解
為何 「台獨」分子和一些民進黨人視
「九二共識」為 「眼中釘、肉中刺」了

。而馬英九雖然支持 「九二共識」，卻
似乎對其中的一個中國內涵諱莫如深，
大概是擔心字眼敏感會引發爭議，加之
初掌政權，千頭萬緒，多一事則不如少
一事。

如今，兩岸經貿、文教等領域交流
和合作的密切程度更甚從前，尤其ECFA
、直航、赴台遊給島內帶來了巨大商機
，不僅大財團、大商家獲利，基層農民
、小吃攤販、旅社導遊、大巴司機也受
惠不淺。島內民眾已意識到 「九二共識
」的重要性和兩岸合作的必要性，亦感
受到大陸方面的善意和誠意。在兩岸關
係如沐春風，兩岸同胞增進了解之際，
正是馬英九進一步推動兩岸政治互信的

大好時機。今年3月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赴京與中共
總書記胡錦濤會面時說，兩岸非國與國的關係，兩岸
都堅持一個中國，在此基礎上求同存異，同的是 「兩
岸同屬一中」，對於異的部分則採取 「正視現實，擺
置爭議」的做法。這是國民黨方面多年來首次公開表
明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但這畢竟不能代表馬政府
，如果馬英九能在就職演講中再次清晰說明，效應顯
然更大。

至於馬英九所說的 「不統、不獨、不武」中的
「不統」，則違背了 「九二共識」中 「努力謀求國家

統一」的精神。這十多年來，台灣民眾對祖國認同相
當混亂和迷茫，主要是因為李登輝在執政後期拋出
「兩國論」，而繼承其衣缽的陳水扁又大搞 「去

中國化」運動。馬英九既然支持 「九二共識」
，則有義務和責任清除李扁時代的 「遺獨」
，首先應在就職演講中宣布恢復國統會和
國統綱領，為兩岸未來統一作鋪墊，如
此才是一位有擔當、有魄力、有遠見的
領導人。

瀾瀾觀觀
隔海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1日消息：陳水扁夫婦在龍潭
案與陳敏薰人事案被判刑定讞，總計需被追討新台幣 3.08
億元。台北地檢署 1 日表示，檢方已執行 1730 萬元，仍有
約2.9億元待追討。

此外，特偵組在偵辦二次金改案時，向法院聲請扣押扁
家部分定存、股票、土地，但被法院認為與龍潭案的扣押標
的重複而駁回，特偵組提起抗告，但仍遭最高法院駁回。

特偵組發言人陳宏達對此表示，扣押扁家財產，目的不
同，應一案歸一案，北檢是因龍潭購地等案件定讞，目前有
扣押扁家人財產，但不能保全目前在審理的二次金改案，後
續能依法追討；因此特偵組在收到最高法院的裁定後，將討
論再決定後續因應之道。

龍潭案扁欠交2.9億罰金

【本報訊】據新華社台北1日消息：據來自台灣經濟建
設主管部門的消息，台北故宮博物院提報的 「大故宮計劃」
4月30日經該部門討論通過。根據這一計劃，將在台北故宮
博物院所在的台北市至善路二段兩側20餘公頃基地上，以
故宮發展基金籌措經費為原則，擴建故宮展館，開發建設文
創產業園區。

消息說，台北故宮近年觀光客激增，展場面積嚴重不足
。為實施 「大故宮計劃」，預算投資200至300億元（新台
幣，下同），故宮本身財務自償率約 8 成。預計 2016 年啟
用文創園區、2024 年啟用故宮新館，新館啟用時，調整正
館全票票價至新台幣250元（台北故宮現在票價為100元）。

「經建會」官員表示，大故宮開發建設預計在30年期
間內，可獲有形經濟效益約 1510 億元，包括直接財務效益
、文創產業及觀光產業效益、稅收及周邊土地增值效益等。
實施這項計劃，施工期間每年創造 6500 個工作機會， 「大
故宮」全區營運後，每年可提供2200個就業機會。

台北故宮將擴大展館規模

▲有台媒預測，馬英九的就職演說將着重說明島
內事務的規劃 資料圖片

台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是台灣第一個綠建築圖
書館。這座酷似木船的圖書館多處採用綠色環保設計
，傳達節能創意與環保意識。 新華社

環保圖書館

【本報訊】據中通社1日報道：國
民黨立委林郁方結束對南沙太平島的
考察後，1日接受傳媒訪問時指出，太
平島駐軍的素養和管理水準，大大超
出他的估計；他們戰技操練非常熟練
，機炮和陣地的經營和構建都很堅固，
島上駐軍有能力殲滅來犯敵人。

林郁方說，太平島附近海水比較
淺，礁石很多，大型艦隻不能進入，
小型艦隻如要入侵，島上完全有能力
在它們接近之前就予以殲滅。

林郁方是在 4 月 30 日清晨連同立
委陳鎮湘、詹凱臣，在台灣軍方及海
岸巡防署官員陪同下，從屏東搭乘軍
方運輸機飛到距離台灣 1600 公里之外
的太平島考察，除觀看海巡署南沙指
揮部與空軍太平分隊操演展示島上應
急戰備程序外，並前往島上最高的雷

達鐵塔，以高倍數望遠鏡瞭望距太平
島僅7浬、由越南佔領的敦謙沙洲；還
搭船出海，繞行中洲礁一圈；當天下
午返回台灣本島。

林郁方澄清台媒日前有關越南艦
艇與太平島台軍衝突的報道說，越南
巡邏艇3月份闖入太平島部隊控制水域
，只是兩艘船隻擦身而過，沒有發生
任何對抗或者衝突。

林郁方表示，在他們這次巡視期
間，佔據附近島嶼的越南軍隊也沒有
任何動作。他認為太平島周遭情勢基
本上是平穩的。

不過由於近年來南海情勢日趨緊
張，他希望台灣當局能夠增加島上海
巡署的人力、提升更新武器和其他設
備，擴大對周遭海域的監控範圍，但
暫時不會在島上配備飛彈。

▲國民黨立委林郁方（前右2）、陳鎮湘和詹凱臣30日搭機前往太平島考
察 中央社

【本報訊】據最新一期《紫荊》
雜誌報道，擱置10 年之久的台灣潛艇
軍購案，今年再度成為島內熱點話題
。台灣海軍一直想調整編隊結構、更
新換代和擴大作戰能力，但是苦於外
購無門，自製能力不足，一直處於尷
尬境況。台灣軍方官員最近表示，潛
艇採購案仍以向美獲得為第一優先考
慮。若美方今年年底前有善意回應，
軍方在明年度的潛艇相關經費，將可
一口氣編足，達 104 億元新台幣（逾
27 億元港幣）。此外，島內媒體也透
露，擱置已久的潛艇軍購，當局正在
尋求透過第三國購買。

欲購希臘「退貨」
近年希臘財政危機讓台灣拖延 10

年的潛艦採購計劃出現契機。台灣傳
媒說，台灣最想要的是希臘向德國退
貨的 214 型常規潛艇，該潛艇不但雜
訊極低，而且裝備有不依賴空氣推進
系統，能以低速狀態在水下活動兩周
，隱蔽性相當不錯，被視為 「準核潛
艇」。美國卻不希望台北買到這批現
貨。因為美國軍火商從中撈不到什麼
油水，欲重新 「鳴鑼開張」。

長期以來，台軍一直有配備新潛
艇之計劃，因為現在台軍潛艇數量少
，難形成規模作戰能力，而採購新一
代常規潛艇卻不順利。為了尋找自造
潛艇技術，台灣傳媒引述消息稱，台

灣當局曾秘密派出了多批海軍人員，
到各國去學習。

現有潛艇皆高齡
台軍潛艇部隊，被稱為台灣海軍

「最神秘的部隊」，現有 4 艘潛艇，
直屬海軍艦隊司令部。其中兩艘為編
號791的 「海獅」和編號792的 「海豹
」，均為美國海軍在二戰期間建造的
淡水鯉級艦隊型潛艇，如今已是60 多
歲 「高齡」，堪稱世界級的古董，早
就不能保證航行安全，更不能作戰，
台軍主要將之用作訓練用途。另兩艘
是荷蘭製造的 「劍龍」級（即改良
「旗魚」級潛艇）柴電動力潛艇，服

役時間也已超過20 年，因缺乏技術更
新，戰力存疑。

台灣方面購買潛艇的野心一直存
在。2001 年 4 月，當時美國總統小布
什批准出售 8 艘常規潛艇給台灣，只
是美國現在生產的都是核潛艇，已經
有40 多年沒有建造常規潛艇，如果為
了向台灣出售潛艇而重建船廠，耗資
將非常之大，甚至高於 8 艘潛艇的售
價，因此該計劃進展緩慢。

台防長批台船「糊塗」
台灣朝野一些立委指出，買不到

潛艇，台灣應嘗試自製，台灣國際造
船公司（台船）具備自造潛艇能力，
並已提出計劃，軍方應給予機會。台

船董事長譚泰平表示，台船對製造潛
艦載台有信心，但關鍵裝備與技術取
得，不在台船能力範圍內；台船造商
船可以向銀行借貸，只是台船只有 75
億新台幣不到的資本，對造潛艦而言
較有困難。但是，台灣軍方對自製潛
艇的信心並不是很大，台灣 「國防部
長」高華柱甚至稱台船 「糊塗膽大」
，雙方矛盾漸趨激烈。

針對台灣潛艇自造呼聲，美國海
軍此前也曾派遣考察團，實地探查台
船建造潛艇的可能性。美方評估後認

為，在艇體方面，台船似乎沒問題，
但缺少承造潛艇的經驗、技術與機具
；而最關鍵的電機系統、航海系統、
作戰管理系統、主動及被動聲納系統
與敏感的武器系統等，必須外購。台
船實際只具備5%的潛艇實質自造率。

其實，兩岸關係最近幾年有很大
的發展，雙方的經濟、貿易和文化等
方面交流頻繁，如果台灣執意購買潛
艇，對增強兩岸政治互信和促進台海
和平穩定，將會是 「拖後腿」的一件
糟糕事情。

台軍潛艇夢死灰復燃
美國售價不菲 台船毛遂自薦

▲ 「海獅號」 潛艇已60多歲 「高齡」 ，早已不能作戰，如今只能用作訓練
用途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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