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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經濟觸底反彈 學者料明年好轉

蘇起：盡快啟動二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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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奧巴馬7日在選舉中成功連
任，而大陸亦將在8日起舉行的中共十八
大產生新的領導層。這兩個足以影響世界
秩序的強國將先後出現領導層的更替，引
起台灣社會關注，因為兩岸關係、台美關係
都影響着台灣的政治、經濟等方方面面。
馬英九表示，面對世界環境的變化，呼籲
台灣社會要因應環境、抓住最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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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今天開
幕的中共十八大
備受海內外關注
，不僅因為大會
將總結十六大以
來特別是過去 5

年來黨治國理政的輝煌成就和寶貴經驗
，對未來全面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
現代化建設、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
大工程作出戰略部署，更因為中共領導
層換屆，攸關未來中國各項政策的走向
。對台灣方面而言，尤其關注大陸對台
政策是否會有變化和調整。

中共十八大新聞發言人蔡名照昨天
在回答台灣記者提問時表示，當前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的理念深入人心，兩岸的
經濟、文化、社會的聯繫和交往合作達
到了 60 多年來從未有過的水準。實踐證
明，中央對台工作的大政方針是正確、
行之有效的，我們將保持對台方針政策
的連續性，繼續貫徹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的重要思想和政策主張。蔡名照的講述
清晰明確，應可平息島內對大陸未來兩
岸政策的疑慮。縱觀過去 60 多年來，大
陸對台政策雖然隨着國內外形勢風雲變
幻而適時調整，但大方針和基本原則一
以貫之，承前啟後。

和平統一的主調不變。從上世紀 50
年代開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
央領導集體就提出 「爭取和平解放台灣
」。後來，從 「一綱四目」到 「葉九條
」，從鄧小平提出 「和平統一，一國兩
制」方針到江澤民發表八項主張，再到
胡錦濤的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重要思
想，中共四代中央領導集體不斷豐富和
發展對台工作大政方針，努力探尋和平
統一的可行路徑。中共希望以和平手段
解決台灣問題，不僅因為和平發展是當

今世界潮流，更因為此舉有利於兩岸同胞加強交流、
融洽感情，有利於兩岸積累互信、解決爭議。

反對 「台獨」的主張不變。遏制 「台獨」圖謀、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是歷屆中共中央領導層對台工作
的首要任務：1995年江澤民提出發展兩岸關係八項主
張，第一項就是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決反對製造
『台獨』的言論和行動」；2005年胡錦濤發表對台工

作四點意見，第一點也是 「堅決反對 『台獨』是當前
最重要、最緊迫的任務」。同年全國人大還通過了
《反分裂國家法》，把黨中央關於解決台灣問題的大
政方針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由此可見，大陸方面反
對 「台獨」旗幟鮮明、絕不手軟，島內 「台獨」分子
勿存僥倖之念。

以人為本的理念不變。江澤民和胡錦濤均承諾
「保護台灣同胞一切正當權益」。胡錦濤還指出，為

兩岸同胞謀福祉是實現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根本歸宿
。所以，這幾年來大陸不遺餘力地制訂和推出各種惠
台舉措，促進兩岸經濟合作，給台灣經濟發展提供了
新動力，讓島內基層民眾也享受到兩岸和平紅利。如
此不僅有利於化解島內部分民眾對大陸的誤解和偏見
，也有利於增進兩岸同胞的情誼。

這幾年是台海形勢最為安定祥和，兩岸關係
發展成果最為豐碩的時期。兩岸雙方應該沿着
和平發展道路繼續向前，不斷鞏固和深
化兩岸關係，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

瀾瀾觀觀
隔海

【本報訊】綜合中央社、新華社、中通社及中評
社七日報道：馬英九7日上午接見 「第10屆華人企業
領袖高峰會」與會代表時提到，自己身為台灣的領導
人，眼見大陸、美國都將產生新的領導班子，他個人
在此當下應該結合大家的力量，因應環境的變化，帶
領台灣社會抓住最好的機會，共創雙贏、多贏。

新領導人會有新思維
台灣前 「國安會秘書長」、台北論壇基金會董事

長蘇起6日在一個論壇中表示，大陸對台關係都已到
瓶頸，對台方面，習近平不會 「胡規習隨」，一定會
有新思維，會主動出擊，不會再配合台灣作為。

蘇起表示，台灣現在面對大陸新局面，政治與政
策準備都不夠；台灣朝野到現在還在吵吵鬧鬧、原地
踏步、謾罵，政治層面準備完全沒有；對於習近平上
任後的作為研判與因應，也準備不夠，他期待馬政府
能盡快啟動二軌的對話，不要再拖。

蘇起還指出，習近平過去在福建待了 17 年、浙
江待了5年、上海半年，全是台商最多的地方，習近
平是 「知台派」，對台政策一定有一套系統想法；未
來 10 年對台關係不可能一直維持現狀。但是軟還是
硬，目前仍難預料。

大陸對台政策有連續性
陸委會7日表示，大陸對台政策有延續性，不會

因領導人換屆而有政策上的重大改變。陸委會副主委
張顯耀說，大陸對台政策有一貫的脈絡可循，有依存
性而不會是突變性；且大陸高層已多次公開表示，十
八大後大陸對台政策不會改變。張顯耀還指出，兩岸
關係對話關鍵在 「九二共識」，未來兩岸關係發展關

鍵則在台灣主流民意。
中國國民黨中常委李維德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希望中共十八大以後的兩岸關係，穩中帶進。他認
為兩岸分隔多年，彼此異中求同。身為中華民族的一
員，希望大陸穩定發展。

許多台灣企業對中共十八大也充滿期待。他們表
示相信未來兩岸經貿發展會有更多機會。統一集團公
關涂忠正表示， 「統一」未來將持續在大陸建廠，滿
足發展需要。另一家著名企業 「日月光」高層主管則
期盼既定的政策得以延續。

中共十八大也成為台灣金融業者關注的熱門話題
。富邦投信資深副總經理李志堅發表分析報告指出，
十八大後Ａ股市場的走勢不容忽視，他提醒大家關注

十八大，布局大陸概念股。

台媒顯著位置報道十八大
連日來，有關中共十八大的消息大量出現在台灣

多種媒體的顯著位置。在不同商務會議的場合、在金
融研究的報告裡，中共十八大也成了熱門話題。

《聯合報》《中國時報》等日報紛紛推出中共十
八大特別報道，介紹中共十八大，尤其關注大陸對台
政策。《聯合報》在7日刊發的社論中寫道，過去的
十年，在兩岸關繫上有大突破。2005 年胡錦濤與連
戰的會面，將兩岸關繫帶上 「和平發展」的道路。社
論稱讚大陸在處理兩岸關繫上， 「出現了一種進取且
務實的發展思維」，創造了和平發展的高峰。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七日消息：台灣經濟
不景氣，統計部門今年不斷下調經濟增長預期。但
有學者和研究機構近日表示，指標顯示台灣經濟景
氣將開始觸底反彈，第四季度或明年有望出現好轉。

據台灣媒體報道，台灣經濟研究院6日第四度下
修全年經濟增長率預測，由 2.41%降至 1.16%。該院
院長洪德生以 「內外皆凍」形容目前的台灣經濟狀

況。
此前，台灣統計部門連續九次下修全年經濟

（GDP）增長率預測，從 8 月的 1.66%，下修 0.61 個
百分點至1.05%，引發 「保一」擔憂。

出口「轉正」股市企穩
針對台灣經濟現狀，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

所研究員王建民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時表示，從最
近島內經濟相關指標與信息觀察，台灣經濟景氣將
開始觸底反彈，第四季度有望出現好轉。

王建民認為，近來台灣經濟出現好轉跡象，外
貿出口、工業生產與零售餐飲業等增長由負轉正，
股市企穩。

王建民表示，依統計，7月開始，台灣工業生產
年增長由負轉正，8月生產指數創歷史次高，年增長
1.9%；8月零售業與餐飲業分別年增長3.9%與5.4%，
顯示民間消費動能提升；9月出口結束連續六個月的
負增長，年增長達 10.4%，外貿出口明顯好轉；9 月
股市也有較好表現，平均股價指數達 7610 點，較上
年同期增長3%。

就外部經濟環境看，王建民認為，雖然國際經
濟形勢依舊複雜，但中美經濟好轉，將成為拉動台
灣經濟增長的重要外部動力。其中，台灣最大的出
口市場大陸經濟明顯趨穩，出口、投資與消費均有
較好表現，尤其是9月出口增長接近10%。

據台灣工商時報7日報道，台經院6日首度公布
製造業景氣燈號的 「季度預測」，提出 2013 年 4 個
季度的預測結果，台經院副院長龔明鑫指出，2013
年第二季起全球不確定因素若轉為明朗，全球經濟
將加速成長，製造業景氣燈號可能亮出久違的綠燈。

全球經濟將復蘇有利台灣
台經院認為，明年全球經濟成長逐步加溫，民

眾消費信心可望回穩，預估 2013 年台灣經濟增長率
為 3.42%，CPI 年增長率 1.34%，民間投資年增長率
3.41%，民間消費增長率 2.9%，各項指標都優於今
年。

此前，台灣 「經濟建設委員會」於10月26日公
布的9月份經濟景氣概況顯示，9月台灣經濟景氣對
策信號分數增至22分，結束此前連續10個月代表景
氣低緩的 「藍燈」，轉為 「藍黃燈」，台灣經濟景
氣可望逐漸脫離低緩狀態。

「經建會」表示，台灣當局正執行兼顧短、中
長期經濟發展的 「經濟動能推升方案」，應可逐漸
發揮預期效益。整體而言，9月份經濟景氣好轉，雖
存在若干不確定性，但仍可審慎期待。

王建民也表示，雖然台灣經濟景氣觸底反彈，
經濟形勢出現好轉跡象，但反彈的幅度有多大，能
否持續還有待觀察。他認為台灣經濟發展面臨的根
本困境並沒有改變，長期觀察並不樂觀。

【本報訊】據中通社七日報道：受 「台北論壇基
金會」邀請赴台參加學術論壇的大陸著名經濟學者吳
敬璉，7日上午在前民進黨立委、台北論壇董事洪奇
昌陪同下，前往民進黨智庫新境界基金會拜會。

前民進黨主席謝長廷訪問大陸後，外界對民進黨
、共產黨交流的議題，格外關注。台灣傳媒稱，這是
民進黨中央黨部在今年台灣大選後，首次與大陸官方
學術單位正式接觸。還有傳媒報道說，吳敬璉此行還
有一位國台辦官員低調陪同，是國台辦相關人士第一
次出現在民進黨中央。

吳敬璉現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也是政
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經濟員會副主任，曾於
2003年首次應邀赴台出席兩岸經貿關係座談會。

這次吳敬璉與美國康奈爾大學經濟系教授萬又煊

一同受邀到台北論壇擔任專題演講者。民進黨政策會
執行長吳釗燮7日下午證實，吳敬璉在早上9時30分
抵達智庫，民進黨主要由智庫副執行長游盈隆、大陸
事務部主任洪財隆以及他本人出面接待，並商請民進
黨財經對策小組召集人吳榮義共同進行交流。洪奇昌
並帶領吳敬璉到黨中央參觀。

吳釗燮表示，這次會談近1小時，交流內容非常
豐富；民進黨歡迎吳敬璉來訪，也就大陸所面臨的經
濟議題向其請教。但他強調吳敬璉來訪是由台北論壇
居中協調安排，並不涉及民共交流，也沒有聊到政治
議題。

台北論壇將在 11 月 8 日上午舉辦經濟學大師對
談活動，邀請吳敬璉、萬又煊與台灣遠見天下文化事
業群創辦人高希均，討論大陸經濟發展議題。

大陸學者吳敬璉訪民進黨智庫

【本報訊】據中通社七日報道：美國總統奧巴
馬順利在大選中獲得連任之後，民進黨主席蘇貞昌
表示，他就任黨主席5個多月以來，積極與美方互動
，未來也會持續強化對美關係，並將推動恢復設立
民進黨駐美代表處。

加強經營與華府關係
民進黨7日下午召開中常會，由民進黨國際事務

部主任劉世忠專案報告美國總統大選。黨主席蘇貞
昌恭賀奧巴馬勝選，並向敗選的共和黨候選人羅姆
尼表達敬意。

蘇貞昌指出，他接任黨主席5個多月來，民進黨
在對美關係的經營上投注許多努力，而重建互信、

強化對話、深耕民主、鞏固和平以及安全合作，是
雙方未來共同的戰略目標；民進黨與美方持續進行
互訪和對話，也與美國在台協會團隊互動，確保美
方了解民進黨的政策方向與思維，未來民進黨仍會
持續深化這項工作。

由於蘇貞昌競選黨主席期間，曾提出恢復民進
黨駐美代表處的政見，民進黨發言人王閔生表示，
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塵埃落定後，民進黨將積極籌備
規劃恢復設立駐美代表處，未來若成立時，蘇貞昌
也不排除親自前往美國揭牌。

劉世忠則表示，民進黨規劃在中共 18 大落幕、
奧巴馬明年就職後，觀察美國在亞太的人事布局，
蘇貞昌明年也一定會訪問美國。

民進黨擬恢復駐美代表處

▲面對中美政局各展新篇，馬英九（右二）呼籲因應環境，抓住機會。圖為他7日參觀台灣區工具機暨
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在台中市舉行的台灣國際工具機展，廠商向他贈送紀念品。 中央社

以米為原料做出的客家粄仔點心、食品琳琅
滿目，苗栗市公所 7 日舉辦發表會，展示眾多傳
統、創意客家粄仔。 中央社

▲奪得奧運獎牌的跆拳道選手曾櫟騁（左），代
言全台原住民運動會，宣傳照7日曝光，她與運
動會吉祥物 「鹿卡」 （右）輕鬆互動，玩起擊掌
的遊戲。 中央社

▲台灣經濟部門預測，明年經濟轉好，島內消費
信心將有所上升。 資料圖片

【本報訊】據中央社東京七日消息：日本 「朝日新聞」
7日報道，台灣準備在與日本交涉釣魚島海域漁權時，明確
提出擁有釣魚島 「主權」的主張，這勢必引發日本反彈，影
響日、台漁權談判的進行。

朝日新聞發自台北的報道說，馬英九本月與 「外交部長
」林永樂等相關官員討論漁業談判，堅持釣魚島是 「中華民
國領土」的立場。這與日本向來的立場，也就是 「釣魚島是
日本固有領土十分明確，並不存在主權紛爭」不同。

朝日報道，釣魚島與八重山群島附近等日、台之間的海
域，目前雙方並沒有漁業協定。雙方堅持擁有 「主權」的海
域彼此重疊，經常有台灣的漁船到日本領海附近捕魚而被逮
捕的事情發生。1996 年以來，日台漁權談判舉行了16 次，
始終沒有成果，2009年之後中斷。

日本在9月宣布釣島 「國有化」後，台灣方面一方面表
示抗議，另方面也準備與日本恢復漁權談判。

報道指出，台灣方面原本打算不觸及 「主權」問題而與
日本進行漁權談判，但是馬政府內部卻出現 「是否該犧牲主
權換取漁權」的議論，認為一旦解決漁權問題就等於放棄反
駁日本的機會。朝日報道，對釣魚島 「主權」的堅持似乎就
是馬英九自己的主張，今年 10 月他接受媒體訪問時曾說過
， 「沒有主權就沒有漁權」。

台當局：持續與日溝通
然而，林永樂7日說，台日持續就漁業會談議題及時程

磋商，盼於 11 月之內召開預備性會議，未如媒體所指因
「主權」問題而延宕。

至於台灣方面是否如日本媒體所指，要在文書中提及
「主權」問題？他予以否認，並說目前雙邊仍針對 「漁業議

題」協商，台灣有提出一些建議，日方也有所回應，協商持
續進行，並未破局。

馬堅持釣島主權
日台漁業磋商延宕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七日消息：最新出刊的 「財訊
」雜誌報道指出，蘋果與壹傳媒轉售，最大的接手金主是旺
旺集團董事長蔡衍明。旺中寬頻董事長特助趙育培表示，他
不方便發言。根據7日最新出刊的 「財訊」雙周刊報道指出
，日前壹傳媒相關人士與簽訂購買備忘錄的中信辜家、台塑
王家成員見面討論時，蔡衍明 「突然」現身，並在現場嗆聲
「我出最多錢，為什麼不能說話」，讓壹傳媒人員嚇一大跳

，連忙回報給人在外國的壹傳媒主席黎智英。
報道指出，親近蔡衍明人士語帶保留向 「財訊」記者表

示，過幾天情況就會明朗，壹傳媒獲利穩定，現有團隊都會
保留，旺旺會照顧員工，只會修正不好的扒糞文化。

報道還提到，為讓交易案順利通過，中信方面希望蔡衍
明保持低調，但行事作風直來直往的蔡衍明對此不太滿意，
在會面當場說 「我出最多錢，為什麼不能說話」。

壹傳媒：辜承諾無蔡衍明資金
台灣壹傳媒高層主管7日對雜誌報道指蔡衍明是壹傳媒

交易大金主一事回應， 「辜仲諒親口承諾，沒有蔡衍明的資
金」。

台媒：蔡衍明是壹傳媒大買家

客家點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