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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壇常
有一些讓人匪夷
所思的現象：某
縣議長涉嫌搶劫
未遂被捕，期間
宣布參選立委，

最後竟然高票當選，保釋後宣誓就職；
某縣縣長涉弊，在未被撤職前，與妻子
假離婚，然後任命妻子為副縣長，當他
下台後，其妻順理成章成為縣長，他則
成了 「地下縣長」；有立委為了阻止某
法案通過，竟然帶睡袋，連續五天睡
在 「立法院」。近日台北駐美代表金溥
聰千里迢迢自美返台接受質詢，但立委
們關注的焦點並非台美關係，卻是 「金
馬關係」，即金溥聰與馬英九是否斷袖
分桃。堂堂立委變成了八卦雜誌記者，
嚴肅的質詢淪為貽笑大方的鬧劇。

金溥聰月初赴美上任，在立委的要
求下，近日回台在 「立法院」備詢。這
原本是一場再普通不過的政府官員彙報
工作情況的會議，沒想到藍綠陣營竟然
比照 「戰時規則」，發起甲級動員，規
定各自的立委不得缺席，否則開罰。民
進黨立委磨刀霍霍，無非是想讓金溥聰
難堪；而國民黨立委如臨大敵，顯然是
為了幫金溥聰 「護航」。當天的 「立法
院」會場水泄不通，一席難求。不少立
委坦言，前一晚興奮得難以入眠。

金溥聰非政府大員，卻受到國民兩
黨的 「超常規待遇」，主要源於他與馬
英九的戰略夥伴關係。作為滿洲貴族後
裔的金溥聰個性孤傲，卻與馬英九頗為
投契，成為其首席幕僚。馬英九每次選
舉，總少不了金溥聰在身旁出謀劃策。
二人可謂 「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由

此讓外界對二人關係想入非非。
民進黨一直以來都把金溥聰當作馬英九的 「分身

」，企圖利用這次 「立法院」質詢 「震撼教育」金溥
聰，令馬英九顏面掃地。據悉，民進黨事前還 「開班
授課」，傳授 「進攻秘笈」。事實上，金溥聰雖有豐
富的輔選經驗，但在 「外交」事務上卻是新手，倘若
民進黨立委認真鑽研有關台美關係的事務，或許真的
會 「突襲」成功。但當天在議場，民進黨立委的問題
卻與金溥聰現任職責風牛馬不相及，例如，批評馬英
九民望低迷、質疑馬英九是同性戀者、嘲笑金溥聰是
馬英九的 「隱形翅膀」。問題千奇百怪，都是在 「金
馬關係」上打轉。金溥聰擅長文宣、口才了得，面對
立委們娛樂性十足的提問，以 「四兩撥千斤」從容之
態，一一化解。

立委提出質詢，原意應是請政府官員就具體問
題或事件及政府政策提供資料，目的是監察政府施
政成效。但從近日立委們質詢金溥聰的表現來
看，卻是 「不務正業」，原本是正題的台美
關係卻成了旁枝末節。台灣政壇怪事何其
多，只是見慣不怪了。

瀾瀾觀觀
隔海

台今年經濟內外皆冷

藍委動員 通過陸生健保付委審查

外貿投資消費不振 年初保四變歲末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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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台灣股市最後一個交易日（27日）迎來 「關門紅」 ，收市升51.09點，全
年則升627.42點，漲幅8.87%。不過，2012年台灣整體經濟表現不振，經濟增長率從年
初的 「保四」 變成年末的 「保一」 ，第二季度甚至出現0.12%的負增長。中國社會科學院
台灣研究所經濟室主任朱磊和研究員王建民接受中新社訪問時，均以 「內外皆冷」 來形
容今年台灣經濟狀況。

體育 賽馬 世界新潮

▲台北市政府工作人員28日在市府前廣場架設舞
台，為跨年晚會做準備 中央社

【本報訊】2013年元旦將至，剛獲評全球夜生活
排名第九的台北及前25名的台中及高雄，在即將到來
的跨年夜倒數將使盡渾身解數，向世界呈現一個五彩
繽紛的跨年夜。

台灣元旦假期從28日下班後就開始，一連四天假
期令返鄉出遊民眾增多，當天下午台北各主要幹線提
前迎接元旦車潮的到來。不管台灣民眾對拚經濟有無
感覺，今年大部分縣市仍是砸錢搶人舉辦跨年晚會，
務求吸引最多人氣。

台北市方面，今年跨年晚會主題為 「台北邁向世
界設計之都」，跨年演唱會邀到阿密特、郭富城、謝
金燕、庾澄慶、信、A-Lin等歌手，要帶給大家 「小
巨蛋」演唱會規模等級。

除巨星雲集，還安排不同領域的優秀人才及團體
站上跨年舞台，包括克服先天障礙的唐寶寶負責開場
表演、獲得金馬獎 「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獎的

盲人鋼琴家黃裕翔，女子拔河世界冠軍景美女中拔河
隊等，將一起在跨年舞台上演出，鼓勵圓夢，用夢想
迎接2013年的到來。

台中市跨年晚會就是要 「YOUNG」！分別在洲
際棒球場、新市政大樓市府廣場及谷關溫泉公園3個
現場舉辦；彰化縣跨年晚會則移師到 「林來瘋」林書
豪的故鄉北斗鎮舉行，縣府還準備一萬份 「爆米香」
，分送參與民眾同歡慶。

高雄今年分別在義大世界、夢時代舉辦跨年晚會
。今年義大世界找來北京奧運煙火施放團隊，搭配地
形起伏獨家呈現 「跑動式煙火」，極速環場方式很吸
睛，且呼應 「愛你一生、長長久久」主題，施放時間
長達9分9秒，挑戰全台最長跨年煙火秀；而市政府在
夢時代的跨年煙火秀時間為199秒，將以 「小龍」迎
接新年為主要設計元素。

各出奇謀吸人氣
台跨年晚會精彩紛呈

從外部經濟環境看，世界經濟不景氣持續，歐美
市場疲軟，大陸經濟增長趨緩，對出口導向型的台灣
經濟造成重大影響。台灣方面的統計顯示，今年頭11
個月台灣與美國貿易額下降10%，與歐洲貿易額下降

9.4%，與大陸及香港的貿易下降5.5%。

三駕馬車難撐增長
至於內部經濟環境，王建民認為，今年台灣經濟

的 「三駕馬車」（出口、投資、消費）無一足以支撐
台灣經濟增長。出口方面，今年頭11個月台灣出口總
值下降3.3%，其中3月到8月出口連續6個月下降，直
到九月才停止衰退，有分析認為 「出口失血」是台灣
經濟低迷的主因。

民間消費方面，今年台灣實行油價、電價雙漲政
策，大大降低民眾消費意慾，島內第三季民間消費僅
增長0.37%，創下2009年以來的最低。政府消費方面
，第三季度也同比下降1.4%。

經濟改革進退維谷
民間投資方面，朱磊認為，民間投資對台灣經濟

增長貢獻為負，頭九個月島內消費財產生產指數增長
率都是負數，台當局預計民間投資全年將下降1.35%
。公共部門投資方面，台當局負債纍纍缺錢投資，第
三季度公共部門投資下降9.66%，預計全年降7.54%。
而且台灣開放 「陸資」赴台的步伐依舊不夠大， 「陸

資」赴台數量依舊有限。
王建民指出，儘管台當局為應對 「內外皆冷」局

面推出的一系列經濟改革措施，包括提出開設兩岸特
色金融業務、建立自由經濟示範區等，涉及面廣，亮
點多，問題是這些政策需中長期才可見效，而當前台
灣民眾對收入長期無增長，失業率無好轉，剛畢業大
學生收入低等問題非常不滿。十月份一項民調顯示，
對台當局的拚經濟，有將近九成七的民眾表示他們無
感，近七成民眾對當局領導人失去信心，滿意度從今
年3月份的38.5%降到10月份的19.3%。

須加快開放陸資脫困
王建民直言， 「台灣經濟發展需要改革，但民眾

反改革。政治勢力、利益集團的影響，使達成的改革
方案大打折扣。台灣改革在艱難中進行，很難達到預
期效果」。朱磊則指出， 「如果重視長期效果，
則民眾 『無感』，如果重視短期速效，則不利於
長遠脫困」。

朱磊強調，當前大陸仍是擔當世界經濟火車頭，
台灣應充分利用大陸經濟快速發展的優勢，讓更多陸
資和技術進入，而不是過多地考慮政治、安全因素。
「如又不願加大開放大陸投資，島內經濟將喪失好的

脫困機會」。
總結2012年台灣經濟，王建民認為造成經濟長期

的不景氣的最大癥結依舊是政治因素， 「雖然年底台
灣經濟有好轉跡象，但政治綁死經濟，政治問題不解
決，很難找到經濟長遠發展的良方」。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二十八日消息︰台灣 「
經濟部」28日表示，自當局啟動 「加強推動台商回台
投資方案」後， 「經濟部」工業局已召開兩次聯合審
查會通過五件投資案。 「經濟部長」施顏祥透露
，預計投資額及創造就業機會逾新台幣一千億元
及一萬人。

施顏祥表示，工業局於12月6及21日分別邀集相
關單位召開聯合審查會，審查台商回台投資案，首波
通過可成、大立光等兩件投資案，第二次通過台勵福
、萬國通路及一家封測大廠等三件投資案，但皆未對
外公布廠商具體投資額。這兩波通過五件台商回台投
資案，預計投資額已經超過新台幣1000億元，預期將
可創造超過一萬個就業機會。

施顏祥透露，目前還有相當多台商正與「經濟部」
接洽中，希望了解政府作法和相關措施，而且 「數目
不少」，但還需待廠商確定遞件後，才能對外說明。

台引五台商回流
投資千億創萬職位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八日消息︰台灣富邦
金控27日宣布，將斥資約306億元新台幣，買下大陸
華一銀行80%股權及參與華一銀行現金增資，成為史
上第一宗兩岸金融機構併購案。台灣投資市場對此
消息反應正面，28日台股高開，富邦金控股價更跳
空大漲逾4.2%，創今年二月以來新高。

市場反應正面股價大漲
有關台灣金融業有意併購大陸華一銀行的消息

，其實傳聞已久，而富邦金控終於擊敗其他對手，
成功取得華一銀行80%股權，並參與華一銀行現金增
資，這也讓富邦金董事長蔡明忠的兩岸布局，馬上
領先台灣同業一大步。

美林證券認為，富邦金取得兩岸第一宗金融合
併案，顯示富邦金在同業中和大陸市場策略的領導

地位，相信經營團隊有能力繼續創造業績和營運來
支撐資本擴增。高盛證券亦認為富邦金拓展大陸金
融版圖的策略性規劃，可讓富邦金在取得陸銀全國
性執照拔得頭籌，並搶得人民幣業務先機。未來觀察
重點是其他台資銀行在中國大陸發展人民幣業務的
進度，以及富邦金如何整合兩岸三地的銀行平台。

富邦金控是近年進軍大陸步伐最積極的台灣金
融業機構，早在2004年2月，富邦金控即收購香港港
基國際銀行股本，包括買下中國光大集團20%股權及
公眾持有的25%股權，並於2005年4月把港基國際銀
行更改名稱為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又於
2010年成功透過富邦銀行（香港）參股大陸廈門銀
行，持股19.99%；如今再搶得先機，成功入主華一
銀行，持股80%，成為唯一擁有最完整之兩岸三地金
融服務平台的台資金融機構。

兩岸金融機構併購首例

台富邦入主陸華一銀行

【本報訊】據中央社二十八日消息︰一名妻子疑因事先
不清楚丈夫要搭機到澳門旅遊，心情不佳下向航空公司發出
「最好發生空難」的電子郵件，引起一陣虛驚。

航空警察局表示，編號GE353、台北飛澳門的復興班機
原定中午12時50分起飛，但航空公司櫃前後不同時間，接
獲兩封電子郵件。第一封郵件寫 「最好發生空難」，個多
小時後又收到另一封寫上 「對不起，打錯了」的電郵，航空
公司立即通報航警局，依電子郵件發信來源找到搭乘同一班
機的劉姓男子。

特警在飛機未起飛前將該劉姓男子與另外兩名友人請下
，航警局後來聯絡到劉的妻子，才得悉她因看到先生訂機位
前往澳門，事先毫不知情，心情不愉快下從先生電子郵件回
覆給航空公司，沒想到情緒的字眼會引起虛驚。

班機上144多名旅客隨後在航空公司班排下，搭乘另一
架班機前往目的地。

疑夫外遊不告知
妻竟發空難電郵

▲儘管台灣股市最後一個交易日迎來 「關門紅」
，但整體經濟持續低迷，有專家以 「內外皆冷」
總結今年台灣經濟表現 中央社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八日消息：攸關陸生納
入台灣健保及縮短陸配取得台灣身份證年限的 「兩岸
人民關係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被民進黨 「立法
院」黨團多次阻擋，一直無法交付委員會審查；國民
黨團28日再度提出相關草案，希望交付委員會審查，
經強力動員表決後，以多數贊成通過。

遭綠營阻撓十四次
根據行政部門10月11日提出的修法版本，陸生赴

台就讀的身份將從現時的 「停留」改為 「居留」，未
來在台居留滿半年、攻讀正式學位的陸生就可和僑生
、外籍生一樣，每月繳交新台幣749元保費，以獲得
健保的醫療保障，料約有1800位陸生受惠。當時估計
若立法部門盡速三讀立法，最快明年一月陸生納保就
可上路。

不過，修正草案提出後，民進黨與台聯黨團在 「
立法院」院會九度阻攔，將法案退回程序委員會，以
致無法交付委員會審查。至於陸配取得身份證的最短
年限，則建議修改為比照其他海外配偶，由現行六年
縮短至四年，不再有差別待遇；未來若順利完成三讀
，估計將有二萬多名陸配可立即受益。但這一法案也
被民進黨阻擋五次。

大陸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26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被
問及相關問題時曾表示，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形
勢下，台灣方面理應盡早調整、修改對兩岸婚姻家庭
中的大陸配偶和赴台就讀的大陸學生的歧視性規定；
她批評綠營出於政治目的，一再加以阻撓，這種做法
罔顧人權正義，不得人心。

28日，上述兩項提案再度闖關，國民黨 「立法院
」黨團書記長吳育升說，讓來台陸生參加健保，不分

朝野都有立委支持，但沒想到民進黨卻玩兩手策略，
一再阻擋；因此國民黨當天發出甲級動員，在院會中
透過表決的方式，讓這兩項修法交付委員會審查。

陸生期望盡快納保
對於納入健保又邁進一步，不少在台陸生均表示

歡迎。文化大學史學系陸生余澤霖對中央社記者表示
，納保對陸生是好消息，進展也算快，很感謝台灣社
會對陸生的關懷，希望日後也進展順利。但他表示，
陸生若納健保，保費標準仍未確定，也使某些人擔心
，若每月保費如外傳的新台幣1400多元，可能對陸生
造成負擔。就讀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的澳門學生陳昊
甡則說，陸生納保凸顯政府對人權和平等議題的重視
，他樂見其成，期待能在明年9月前新生入學時完成
陸生納保。

蘇花公路蘇澳至東澳災害段28日開放小客車通行，
南澳鄉附近的宜蘭蘇澳海岸社區花海現已陸續開花，花
期約到明年元月中旬，歡迎民眾前往賞花。 中央社

有45歷史、台灣少數純為載運原物料的鐵道貨運支
線桃林鐵路28日傍晚開出最後一班列車後，將暫時熄燈
；許多鐵道迷把握最後機會拍照留念。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