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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通社二十九日消息：被
視為國民黨明日之星的林益世，近日被指
涉及一點四六億元（新台幣，下同）的
「索賄風波」 ，二十九日請辭獲准，隨後
發表聲明指稱自己身陷 「政治謀殺」 工程
；他並對民進黨以及爆料者的指控提出質
疑，表示願和當事人到特偵組進行對質。

【本報訊】中通社二十九日消息：朝野惡鬥讓
台灣陷入內耗空轉，引發民眾無奈及失望的情緒，
旺旺中時集團最新調查發現，有 82%的民眾覺得台
灣沒進步，79%的人擔心台灣逐漸流失競爭力，下
一代的前途會受到影響，甚至有可能淪落為 「台勞
」。

台灣陷入內耗空轉，朝野兩黨沒有贏家，民眾
更是大輸家。由旺旺中時集團民調中心二十七日對
820 位成人完成的電話調查顯示，民眾對當前朝野
兩黨的表現表示失望，對國民黨痛心的比例達 63%
，覺得滿意者僅佔18%。

相對地，對民進黨表現不滿意的人有 43%，持
認同態度者有 30%。換言之，民眾對朝野兩黨的表
現，都不客氣地以噓聲取代掌聲；而執政的國民黨
雖掌握大部分資源，卻無法有效推動政務，因此成
為民怨的主要對象。

調查也指出，48%的民眾覺得目前台灣退步，
35%認為原地踏步沒有進展者，合計有 82%認為台
灣沒有進步；只有 11%認為台灣目前仍在持續進步
發展。

民眾認為台灣喪失競爭力的主要原因是，馬團
隊施政能力不佳，佔 57%；馬英九領導能力不足，
有 53%； 「立法院」空轉，功能不彰，佔 49%；在
野黨事事反對杯葛，有31%。

對於台灣逐漸流失競爭力，有 79%的人擔心下
一代的前途會受到影響，甚至有可能淪落成出外打
工的台勞；相信台灣有足夠競爭力，下一代前途發
展會更好者，只有16%。

至於如何突破困境、再創新局，有 72%受訪者
期待馬英九盡快廣邀朝野各界領袖，召開 「國是會
議」，建立共識，以順利推動政務；反對此議者，
比例為13%。

【本報訊】綜合中新社、中央社台北二十九日
消息：大陸贈台大熊貓、今年七歲九個月的 「圓圓
」，傳來喜訊。台北市立動物園發言人趙明傑二十
九日透露， 「圓圓」行為上有懷孕徵兆，有待七月
初進行超聲波檢測確認，一切順利的話，預計七月
十八日左右產仔。

由於大熊貓發情期一年只有一次，最佳受孕時
機稍縱即逝。今年三月上旬開始， 「圓圓」開始發
情，與 「團團」自然交配失敗後，台北市立動物園
於三月十七日、十八日兩度進行人工授精。

食慾大減並嗜睡
趙明傑表示，一般來說，大熊貓的懷孕期為四

個月到五個月，若人工受精成功，最快七月可以確
認。目前，從 「圓圓」食慾大減和嗜睡等行為特徵
來看，呈現懷孕徵兆。不過， 「圓圓」乳房並沒有
腫脹，依以往經驗也可能是假懷孕，還是需要透過
超音波，才能確認是否真的成功懷孕。

中新社記者在大熊貓館內看到，雖然一眾記者
聚焦 「圓圓」，但牠很淡定地享受明媚的一天：參
加訓練、進食、睡覺。

上午九時許， 「圓圓」躺在高高的木架上，享
用竹子。大概累了，它乾脆翻個身睡起覺來。十多
分鐘後，它慢悠悠爬起來，坐定，又拿起竹子啃起
來，旁邊的小朋友直呼 「好可愛」。

趙明傑透露，最近 「圓圓」很愛睡覺，食慾較
前段時間明顯下降， 「人工授精後，它的食慾在兩
三天後恢復正常，每天單是竹子就能吃十公斤左右
。不過，現在食量減少，最少一天只吃三公斤。」

趙明傑表示， 「圓圓」在行為上呈現懷孕的徵

兆，荷爾蒙指數也上升，但確定是否懷孕仍需超聲
波檢查。目前，每天下午三點半左右會進行檢查。
不過，因為熊貓仔生下來時僅一百克而已，如人手
掌般大，因此，作為第一次進行大熊貓生育檢查的
台北市立動物園，能否在第一時間確診，除了技術
因素，還要看當時胎兒在子宮內活動情況而定。
「通常產前十五日才有機會由超聲波檢查確定」，

這意味着最早七月三日有確切喜訊。
台北市立動物園園長金仕謙對 「孕事」表示

「樂觀」。他透露， 「團團」今年的精子活力達
到百分之九十，品質達到五級中的 「四」，勝過
去年。

初乳運台灣備用
他還表示，大熊貓初乳已運抵台灣，目前冰存

在攝氏零下20度。園方已設想到未來萬一 「圓圓」
不哺育小寶寶，初乳可派上用場。

據透露，園方相關工作人員前期已經赴大陸接
受大熊貓生殖、育兒方面的培訓。趙明傑稱，一旦
確定「圓圓」懷孕，將邀請四川方面專家抵台協助。

如 「好孕」，生下的熊貓寶寶會生活在台灣嗎
？趙明傑強調，一切等確認後再談，相關部門會討
論是否需要調配到大陸或其他地方。如留在台灣，
將視情況考慮擴建大熊貓場館。

【本報訊】中新社泉州二十九日消息：二十九日凌晨，
台灣高雄籍 「浯洲新象」輪從金門駛往福建泉州後渚港途中
，在圍頭灣水域貨物發生位移，導致船舶向右傾斜十五度。
經泉州海事部門緊急救助，遇險船舶已安全靠泊晉江圍頭碼
頭，船上六名船員均安然無恙。

受熱帶風暴 「杜蘇芮」外圍影響，當時海上風大浪高，
船舶隨時都有沉沒的危險。接報後，泉州市海上搜救中心開
展應急處置，指導船舶自救。凌晨四時二十九分， 「浯洲新
象」輪安全靠泊圍頭碼頭，並開始卸貨。

【本報訊】在力霸集團掏空弊案中被控偽造文書罪判刑
定讞的力霸集團創辦人王又曾的兒子、東森國際董事長王令
麟，二十九日上午帶着一本聖經，提前報到入監，服刑二十天。

中通社消息：本周一公開表示將入獄 「為父贖罪」的王
令麟，在報到前表示為了減少司法資源的浪費，所以決定提
早入監服刑。他重申，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該承擔的就承
擔。

王令麟因涉力霸及嘉食化案、力華票券案等案件，台灣
高等法院依偽造文書罪，分別判處六月及七月徒刑定讞，合
併執行有期徒刑
一年。台北地檢
署本周發出傳票
，通知王令麟在
七月十七日到案
服刑。北檢表示
，扣除曾遭羈押
的三百四十五天
，王令麟僅需服
刑二十天即可出
獄。

【本報訊】台灣新北市的野柳風景區，深受大陸旅客喜
愛，但是大批大陸團客湧入，卻讓野柳不堪負荷。為了維護
觀光品質，觀光局決定從今年十月起，開始管制野柳遊客人
數，每個時段接受預約人數，上限為2500人。

中通社二十九日消息：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風景區管
理處表示，從十月起，未來在旅遊旺季，三十人以上的團體
旅客要參觀野柳地質公園，必須在三天前預約，管制時段為
上午九時三十分到十一時、下午一時三十分到三時，每時段
接受預約人數上限為二千五百人。

風景區管理處長陳美秀表示，管制措施是針對團客；野
柳十年前的旅客人數，一年只有五十二萬，但今年預計有二
百萬，其中大陸客團是最大宗。為了提升旅遊品質，因此決
定推出管制措施，讓遊客分流。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二十九日消息：對
於媒體報道特偵組偵辦林益世案，將林益世改列
被告。特偵組今天表示，二十七日分案時林益世
已是 「他字案」被告，但這只是 「被調查的對象
」，並非有具體犯罪嫌疑的 「偵字案」被告。

特偵組主任陳宏達表示，檢方分案時會依被
告或犯罪事實是否明確分為 「他字案」或 「偵字
案」，本案分案時，只有媒體報道等資料，尚無

其他任何資料可以佐證，所以簽分 「他字案」，
林益世只是 「他字案」的被告。

陳宏達說， 「他字案」被告只是 「被調查的
對象」，是否涉及犯罪還有待釐清。林益世案中
，檢舉人陳啟祥還沒有出面製作筆錄，媒體報道
內容只能算是傳聞，檢察官偵查必須確認媒體報
道等事實是否實在，所以希望陳啟祥能出面協助
調查。

另外，陳宏達指出，檢方至今聯繫不上指控
林益世索賄的地勇選礦公司負責人陳啟祥，初步
認定他有意藏匿，不排除拘提陳到案。

【本報訊】由台灣「中國統一聯盟」主席紀欣、台灣 「一
國兩制」研究協會理事長蔡武璋率領的 「台灣知名統派人士
一國兩制參訪團」於六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來港參訪。

參訪團出席了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成立三周年暨第二
屆理監事就職典禮，參加了 「九二共識」二十周年座談會，
拜會了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參觀了孫中山紀念館
和香港文化博物館，與民建聯、工聯會、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進行了座談。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主任楊建平、特區政府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羅致光分別宴請了參訪團，介紹了香港
成功實踐 「一國兩制」的情況，高度肯定兩個團體為發展兩
岸關係作出的不懈努力，鼓勵他們為鞏固深化兩岸關係、開
創和平發展新局面、促進中國和平統一進程和中華民族的偉
大復興作出更大貢獻。

泉州求援海上遇險台輪

王令麟帶聖經提前入獄

野柳陸客爆量將控管分流

台統派人士來港參訪

民調：八成民眾憂競爭力流失

【本報訊】中新社台北二十九日消
息：第二屆 「兩岸及香港經濟日報財經
高峰論壇」二十九日在台北舉行，與會
人士呼籲把握兩岸三地金融投資開放的
契機，互利共贏。

海協會副會長安民在致辭時表示，
「三經論壇」為兩岸三地財經事務打造

了高層次對話平台，他受陳雲林會長委
託，代表海協會致賀。

安民說，經過近二十年的共同努力
，海峽兩岸及香港經濟圈的願景，已進
一步變為豐滿生動的現實。其生命力的
壯大、蓬勃，需要和平穩定的政治環境
、合力共贏的民意基礎、貿易投資產業
金融等領域的緊密合作，以及制度化合

作平台的穩健運行。
適逢ECFA（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簽署兩周年，安民在援引一系列數據
後說，當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正由開
創期進入鞏固深化的新階段，下一步我
們將抓緊推動 ECFA 後續協商，持續擴
大 ECFA 的成果和效益，加快談判進程
，力爭早日完成框架協議的各項目標。

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致辭時就加強
兩岸投資、金融、產業合作提出四點個
人意見與期望：盡速簽訂兩岸投資保障
協議；加速完成 ECFA 後續協商；台商
應善用大陸 「十二五」規劃，順勢進行
長遠投資、布局；深化兩岸金融合作。

連戰直言，相較兩岸諸多領域交流

的成就，當前兩岸金融合作的程度仍顯
不足，如何在既有基礎上持續檢討並且
深化合作，是一個刻不容緩的議題。

連戰期盼盡速簽訂兩岸貨幣清算協
議、貨幣互換協議，並思考建立風險控
管機制，因應兩岸間資金流動的倍數成
長。

開幕式上，台灣 「金管會」副主委
李紀珠、中國金融學會常務理事閻慶民
、台北世貿中心董事長王志剛、港台經
濟文化合作協進會副主席李大壯也分別
致辭。

隨後，聯想控股董事長柳傳志、中
國貿促會副會長張偉、中國銀行行長李
禮輝、交通銀行行長牛錫明、國泰金控
總經理李長庚、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主
任宋恩榮，依次發表演講。下午，兩場
座談會登場，兩岸三地金融、企業、學
界知名人士齊聚一堂，共同擘劃兩岸及
香港圈金融藍圖、前瞻資通訊匯流大勢。

「三經論壇」是由兩岸三地經濟日
報共同主辦的高峰論壇，去年十月首度
在北京召開，今年由台北接棒。

特偵組：林只是被查對象

「行政院長」陳冲二十九日上午表示，他個人尊
重林益世的選擇，也接受他的辭呈。馬英九亦在同日
中午透過 「總統府」作出書面回應，尊重林益世的選
擇，同意林辭職，支持司法單位勿枉勿縱。馬英九認
為，清廉是公務員最基本的道德標準，不容許有灰色
地帶。

陳冲則稱，二十八日深夜跟林益世懇談，林強調
清白，絕對沒有收賄， 「但他自我期許很高，所以他
不願造成行政團隊任何的困擾，一方面的確他也需要
時間處理資料查證、搜集，以及相關的司法程序，所
以他深夜已經跟我提出口頭請辭，二十九日早上也提
出了書面的辭呈。」

「府方」 否認有意切割
就外界有指領導人兼黨主席馬英九有意切割林益

世， 「總統府」發言人范姜泰基做出否認，針對林益
世近日的新聞事件，馬與 「行政院」密切交換意見，
「但各方意見都有」。范姜泰基表示， 「總統府」就

此召開的會議最後決定，由 「行政院」請林益世針對
外界質疑，盡速收集資料，對外清楚說明、釐清案情
，並主動將全案送請司法單位調查。

據台灣媒體報道，四十四歲的林益世被指在二○
一○年任職立委期間，以協助中鋼公司下游廠商續約
而收取六千三百萬元的不當利益，今年在任 「行政院
」秘書長期間，又以合約即將到期，索要八千三百萬
元，共涉款項高達一點四六億元，成為轟動台灣政壇
的要聞。

事件遭媒體曝光後，林益世則兩度舉行記者會，
強調自己絕無索賄。他在二十八日晚上的澄清記者會
上，七次強調絕對沒有索賄與施壓，並在當晚按鈴控
告曝光該新聞的台灣《壹週刊》及對他做出指控的地
勇選礦公司負責人陳啟祥。林益世表示，為了不要造
成行政團隊困擾，也讓自己有更多時間準備查證資料
，所以決定要提出辭呈。

林願與爆料者對質
林益世二十九日下午再度發出聲明，除了強調自

己從政以來對品格操守的堅持，更直指目前的指控全
部都是有預謀的政治謀殺工程。

對於民進黨立委趙天麟指稱曾聽過林益世與爆料
者陳啟祥間的電話錄音，證實周刊報道無誤，林益世
要求民進黨和爆料者立即把口中的錄音帶等關鍵證據
交給特偵組調查，他也願意在第一時間和當事人到特
偵組進行對質，以辨真偽。

▶王令麟（右）
二十九日上午
提早到台北地
檢署第二辦公
室向檢方報到
，下午戴上手
銬發監服刑

中央社

▲ 「圓圓」 可望在兩個月內產下熊貓寶寶。圖為
「圓圓」 二十九日在台北市立動物園大熊貓館內
享用美食 中新社

◀林益世二十
八日召開記者
會強調自己的
清白 中央社

▲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右三）、海協會副會長安民（左三）
、台灣金管會副主委李紀珠（右二）、台北世貿中心董事長王
志剛（左二）、中國金融學會常務理事閻慶民（右一）等出席
「三經論壇」 開幕式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