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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民眾在
燈火璀璨的狂歡
活動中揮別2012
年，迎來2013年
。新年新氣象，
每一個人都希望

新的一年能像元旦凌晨的煙花那樣五光
十色、絢爛多姿。對台灣而言，新年願
望必是期望經濟能有讓人耳目一新的強
勁表現。《聯合報》昨天的社論最能代
表台灣基層百姓的心聲。它說 「2012年
是一個拖泥帶水，令人煩憂的龍年」，
並指出 「台灣的問題已不止顯現在民主
的停滯，更表現在經濟體質的耗弱」，
希望 「新的一年不再重蹈覆轍」。

縱觀去年台灣經濟的表現，就如近
日的嚴寒天氣一樣 「冷」。與2008年9月
全球金融風暴的 「冷」不同，那次是
「急凍」，台灣在2010年即實現了奇

般地 「絕地反彈」，經濟增長從2009
年-1.81%大幅上升至10.72%。然而，這
次卻是 「慢冷」，2011年經濟又開始走
下坡路，2012年不但未有起色，反而每
況愈下。經濟增長率從年初的 「保四」
變成年末的 「保一」，累計前三季度僅
增長0.49%，其中第二季度只有-0.16%。
全年增長率預計約在0.93%至1.05%之間
。台當局年內已連續9次下調經濟增長預
測，足見島內經濟正處於嚴峻的衰退局
面。

台灣是出口導向的淺碟型經濟體，
動輒受外圍經濟影響。去年全球經濟依
然籠罩在美債危機和歐債危機的陰霾下
，歐美市場疲軟，大陸經濟增長趨緩，
使台灣的出口表現陷入低迷。據統計，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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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額下降5.5%。對外貿易衰退成為台
灣經濟增長下滑的關鍵因素。

從台灣內部環境來看，消費信心不
足和投資負增長使台灣經濟失去內部的
反彈動力，亦導致了經濟進一步惡化。
由於就業市場和金融市場表現不佳，影
響消費慾望，加之第二季油價和電價雙
雙上漲，導致民生物價漲幅擴大，更抑
制了民間消費支出。預計去年全年台灣
實質民間消費增長只有1.19%。此外，台
當局負債纍纍，加上10年來不斷減稅，
財政狀況拮据，根本無法藉由投資公共
建設來刺激經濟。島內有地方首長就抱

怨， 「中央政府」運用在公共建設投資的預算甚至比
某些大型企業還少。然而，作為島內投資主體的民間
投資自2011年下半年開始就出現衰退，2012年也沒有
起色。

支撐經濟增長的出口、消費和投資 「三大引擎」
均失去動力，固然是島內經濟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其長期發展過程中的深層次問題
，即存在產業過度集中電子、資訊領域的沉痼疾，
凸現了台灣經濟弱不禁風的孱弱體質，難以抵擋全球
金融危機的衝擊。

2013年全球經濟前景依然不容樂觀，大陸經濟
雖然放緩，但其經濟表現依然亮麗。俗話說 「
近水樓台先得月」，台灣方面應加強兩岸經
濟合作，進一步引進陸資，為島內經濟增
長注入活水。

瀾瀾觀觀
隔海 ECFA早收清單今起零關稅

台盼年底前完成後續協商

台北101大樓挑戰最高煙火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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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2年3階段的《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貨品早收計劃，自2013年元
旦日（1月1日）起，執行完第3階段降稅時程，預計自1日起，台灣輸往大陸還有31項早
收清單關稅可望降至零，屆時列入ECFA早收貨品計劃內的所有清單，將全面免稅。

【本報訊】據中通社三十一日報道： 「10、9、
8……3、2、1」，2013年台灣最 「高」！眾所矚目
的台北101大樓跨年煙火首度挑戰在樓頂塔尖發射煙
火，以號稱台灣史上最高煙火秀，挑戰迪拜的世界
最高煙火秀。

耗資3000萬台幣
台灣31日晚倒數迎接2013年，作為CNN（美國

有線電視網）嚴選的全球十大跨年景點之一，其中
最受關注的台北101元旦煙花，耗資約3000萬元新台
幣打造，首次在頂樓施放煙花，最高噴發離地570米
，將創下煙火秀9年來最 「高」紀錄；雖然在高度上
比不上迪拜的哈利法塔，但煙火風格由法國煙火團
隊設計， 「像跳華爾茲」一樣，煙火圍繞101盤旋而
上，在188秒中，發放22000枚煙火，吸引80萬人前
往觀賞。

為了迎接跨年人潮，台北101大廈周邊將近30家
超市，熱食及現煮咖啡都增加10倍備貨量，並
徵調100多位門市人員支援，甚至還有超市拆門
迎接人潮。

今年跨年夜碰上寒流來襲，台北低溫可能只有
10度上下。溫度低，反而帶來龐大保暖商機，薑母
茶、烤香腸、茶葉蛋備料都增加5至6倍，攤商、超
市通通摩拳擦掌迎接2013新年，要賺進大把銀子。

民眾盼經濟轉好
不過，去年倒數活動結束後，台北留下高達10

餘公噸的垃圾，被形容 「有如災難現場」。今年由
台北多間大學學生組成的 「笑擁地球青年聯盟」，
號召千人手持垃圾袋，在倒數結束後收集垃圾；環
保局今年更首創機動性 「行動垃圾桶」服務，清潔
隊員身戴紅色發光LED，推36個移動式垃圾桶，
行經市府周邊人潮密集處， 「希望激情過後，一點
垃圾都不留」。

台灣經濟不景，在新的一年，台灣民眾大部分
的願望都跟 「錢」有關。上班族陳小姐的新年願望
是 「加薪發財」； 「小黃」（計程車）司機林先生
的願望是 「多載點客人」……民眾最希望的就是，
趕緊過完這 「苦難」的一年，用夢想迎接2013年的
到來。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台灣媒體三十一日報道
：台灣經貿單位表示，自1日起，台灣輸往大陸包括
火龍果、自行車用的橡膠輪胎、農林牧用輪胎，電熨
斗、家用自動麵包機，以及塑膠或紡織材料製箱包或
紡織服飾等近31項產品，關稅將全面降至零。屆時，
台灣方面給予大陸267項，陸方給予台方539項貨品早
收清單，合計806項產品，從1日起全部免關稅。

對於外界擔心兩岸ECFA後續貨品貿易談判還未
完成，可能導致後續降稅出現空窗期，島內媒體31日
引述經貿官員表示，這不影響雙方履行早收清單降稅
承諾，不過經濟部正力爭在今年底完成後續貨品貿易
談判。

服務貿易談判收尾
根據經貿單位統計，ECFA早期收穫計劃於2013

年1月1日全部進入零關稅，完成2年3階段降稅時程，累

計2011年1月至2012年10月獲減免關稅約5.51億美元
，而早期收穫計劃實施以來，亦帶動相關產業出口。

台灣經濟部長施顏祥日前表示，希望ECFA後續
談判能在今年底前完成，目前ECFA早收清單僅五百
多項，而後續談判項目多達八千多項，但貨品貿易方
面的談判進展還算順利，服務貿易談判方面也僅剩下
幾個項目在談。

據悉，雙方在此仍有不小拉鋸，儘管大陸方面多
次公開表示服務貿易協議文本大體完成，但台灣官員
私下向傳媒透露，雙方仍有不少歧見有待商討。

消息稱，雙方主要分歧在於是否同樣給予對方享
有WTO或超WTO待遇，大陸方面已同意給予台灣貨
品入口大陸同樣待遇，但台灣方面則因加入WTO時
已承諾用 「已開發」地區身份做市場開放承諾，台灣
認為本地服務業開放程度遠較大陸市場大很多，認為
難以達到大陸方面的要求。

島內有學者指出，ECFA後續協商必須考慮大陸
經濟轉型的機會與挑戰，過去大陸是製造工廠，現在
轉為全球市場，大陸都市化政策也創造出新商機，台
商到大陸去布局，應以服務業為導向。

【本報訊】據中通社香港三十一日消息︰台北
跨年活動進入倒數，亞洲最大的同志戶外煙火跨年
倒數派對REDay及跨年嘉年華派對G5在31日晚登場
，吸引上萬名各地同志來台 「朝聖」，預估將帶進
上億元（新台幣，下同）消費。

聖誕節過後，台北街頭陸續出現國際同志身影
。今年來台跨年的同志以港澳居多，來自星、馬、
日、韓的也不在少數，值得注意的是，拜手續簡化
及試點城市擴大，從大陸來台跨年的同志有激增之
勢。

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胡兆英對中通社記者表示
，台北成為香港同性戀者跨年首選地的原因是，當
地有很多宣傳，而且也有對同性戀者專門舉行的活
動，香港由於作任何的推廣都是以大眾為目標，很
少針對特定人群，在這方面比較吃虧。不過，面對
這個逾億商機，他指出，香港是一個多元文化地區
，經常也有同性戀者的遊行活動，相信也可吸引一

定數量的同性戀者來港跨年。
台北業者指出，台北的豐富及多元，已成為亞

洲同志跨年的首選。從西門紅樓訂位爆滿、G5預售
票被搶購一空，就可看出同志們 「有備而來」，有
的甚至從聖誕節待到跨完年，對台灣的觀光貢獻更
甚於短進短出的觀光客。

業者估算，不計娛樂性質的酒水消費及派對門
票，光飯店房費就接近2萬元，這還不包括飲食、購
物等日常消費，來台一趟花個3、4萬元並不為過，
這類 「高貢獻旅客」只要來個3000人，就帶來上億
元商機。

自28日開始，台北熱門的同志群聚地，西門紅
樓已湧現大批人潮。西門紅樓南廣場的戶外煙火跨
年倒數派對，請來8組DJ輪番上陣；亞洲最大的同
志跨年嘉年華派對RAINBOW G5的主辦單位預估
，可望打破去年3500人進場的紀錄。店家保守估計
，今年來台跨年的同志超過萬人。

亞洲同志台北跨年 商機逾億

【本報訊】據中通社三十一日報道：2013年即將到
來，全台掀起一股趕參加跨年晚會、緊接又要迎接
新年第一道曙光的熱潮，位在全台最高海拔的玉山，在
31日也吸引不少冒零度以下低溫，上山欣賞美景，以
及等待迎接新年第一度曙光的遊客。

玉山風管處副處長吳祥堅表示，位在塔塔加的遊客
中心，因為是從南投通往阿里山的中途站，不僅有群山
環繞、視野佳，出現雲海伴隨曙光的機率相當高，從一
早開始就陸續湧現趕往攀登玉山的登山隊以及眾多遊客
，因為天氣放晴，玉山山區視野超佳，不少區域從中午
過後，就出現紛紛架起相機準備送走2012年最後一抹夕
陽，以及迎接2013年第一道曙光的攝影迷們與廣大的遊
客。

入冬以來首波寒流本周報到台灣，合歡山、玉山和
太平山等高山紛紛降下瑞雪，吸引不少賞雪人潮上山，
在冰雪世界中送舊迎新。

2012年最後一天，海拔約2000公尺的宜蘭縣太平山
，31日早上8點降下瑞雪，太平山莊周邊飄下白靄靄的
雪花，到上午9時左右，部分遊樂區的積雪深度已有2公
分左右。上山等雪的遊客如願以償，欣喜地在雪花飛舞
中拍照留念，有人興奮高喊「終於下雪了，新年快樂」。

至於台灣最高峰玉山，30日晚間到31日凌晨共有3
波降雪，上午7時24分一度達到攝氏零下6.3度的低溫。

遊客登玉山迎新年曙光

▲ECFA為兩岸三地帶來商機。圖為後ECFA兩岸
民企經貿論壇去年10月在香港舉行 資料圖片

▲台北2013跨年晚會31日在台北市政府前登場，台
灣藝人舞姿撩人，讓現場歌迷high翻 中央社

▲台北民眾31日夜晚不畏低溫寒風，在晚會中熱情
歡呼 中央社

【本報訊】據中通社三十一日報道：新一年開始，台
灣基本工資時薪調漲元旦（1日）正式上路，打工族時薪從
新台幣103元調高至109元，小幅加薪6元。台灣勞委會提醒
，僱主若未幫勞工加薪，將會被開罰新台幣2萬到30萬元。

即將邁入2013年之際，台灣勞委會提醒，許多新制即將
上路，其中包括基本工資時薪從新台幣103元調漲至109元，
預計全台30萬名打工族受惠。勞委會強調，僱主若給薪未達
基本工資標準，可依法開罰新台幣2萬到30萬元；受僱勞工
也可在領到薪資後提出檢舉。此外，攸關984萬名勞工權益
的勞保費率，元旦起也從8.5%漲至9%，保費由僱主、受僱
勞工和政府以負擔比例7成、2成、1成計算。

台最低時薪今調至109元

【本報訊】據中通社三十一日報道：兩岸第一條直達沒
有繞經第3地、並由兩岸業者首度合作興建的兩岸直達海纜
── 「淡福（淡水至福州）海纜」，預定1月18日完工，兩
岸電信高層將同台為兩岸第一條 「電信絲路」共同揭開序幕
。據台媒報道，大陸中移動總裁李躍及中聯通副董事長暨總
經理陸益民將親自赴台，主持淡福完工儀式。

台灣方面，中華電信董事長呂學錦、遠傳董事長徐旭東
將親自出席完工儀式，台灣大哥大方面，正邀請由董事長蔡
明興親自出席。

「淡福海纜」由兩岸7大通訊商，包括大陸中移動、中
聯通、中國電信，及台灣中華電、遠傳、台灣大哥大，及國
際纜網（TIGC）共同合資金額新台幣10億元，委由中國聯
通主導興建，採取單路由無中繼系統，從台灣淡水直通大陸
福州長樂總長約207公里，海底部分208公里，直接穿越台灣
海峽。海纜設計通信容量為6.4Tb/s，共布放8對光纖，每一
對光纖共可收容80個10Gbps波長，台灣4家業者各分得2對光
纖，初期開通80Gbps。

該工程最艱難的海底光纖建置工程歷經多年努力終於在
2012年11月9日完成，當天光纖纜順利在淡水登陸上岸，接
通兩岸的通訊工程也正式啟動，經歷一個多月的布線裝置，
近日宣布預定1月18日完工並驗收，預估2013年上半年（5、
6月）商轉營運，屆時將可大幅提升兩岸通訊品質，也為兩
岸電信直達揭開歷史新里程。

台灣電訊業者指出， 「淡福海纜」完工營運之後，未來
兩岸往來電信頻寬加大，兩岸手機漫遊、行動上網費率、企
業專線都將會有一波大降價，不管是消費者或企業用戶都將
因此受惠。

兩岸電信絲路月中竣工

▲屏東縣政府31日晚辦跨年踩街活動，以 「偶來跨年」 為主題，各式人偶讓街上洋溢快樂氣氛。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