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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近日
發表了 「奮起行
動，扭轉未來」
的新年文告，對
今年全球經濟情
勢及台灣面臨的

嚴峻挑戰墨甚多。可見，經濟改
革是今年馬政府的施政重點。回顧
2012年，台灣經濟如坐過山車般跌
宕起伏，從樂觀預計經濟增長率升
至4%，到第二季度出現負增長，台
當局接連九次調降增長率， 「保四
」變成 「保一」，島內民眾的心情
跌至谷底。所以，2013年伊始，馬
英九即展示拚經濟的決心，以實際
舉措回應民意。

這兩年美國債務問題和歐債危
機掀起滔天巨浪，引發全球金融海
嘯。美國雖然不斷 「印鈔票」，但
失業率一直在9%徘徊，去年底才略
降至8%。歐洲經濟亦慘不忍睹，英
國和意大利負增長，法國零增長，
德國也只有不到一個百分點的微弱
增長。今年的情況也不容樂觀。雖
然美國國會趕在元旦當天達成加稅
協議，避免 「墜崖」，給全球股民
送上一份節日大禮，但隱憂未除，3
月前後又將迎來國會調高債務上限
和解決聯邦政府2013財年的預算問
題。至於歐洲，上空依然布滿經濟
衰退的陰霾。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元
旦講話中就警告，德國2013年將會
遇到比2012年更困難的時刻。

歐美經濟走下坡路，以出口為
主導的台灣備受衝擊。海峽對岸的
大陸經濟雖然放緩，卻還維持超過
7%的增長率。俗話說 「近水樓台先
得月」，加強兩岸經合是扭轉台灣
經濟困局的良方之一。2008年下半
年因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島內經
濟增長率只有0.73%，但2010年卻奇
般地實現了 「絕地反彈」，大幅
上升至10.72%。主要是因為國民黨
政府自2008年5月重新上台後立即與
大陸展開了一系列經貿合作，包括
實現了 「大三通」、開放赴台遊、
簽署了ECFA等。經過一段時間的發
酵，台灣的經濟體質逐步增強，一
些經濟指標也位於國際排名前列。

今年兩岸經貿交流喜事不斷。
元旦起兩岸早收清單五百多種貨物
全部降至零關稅，後續八千多種貨

物的關稅優惠商談也將在年底前完成；服務貿易後
續協商已接近尾聲。兩岸貨幣清算機制據悉在春節
前後正式啟動。這一系列新措施將會給島內經濟提
供新動力和注入新能量。

值得關注的是，台當局將第四度開放陸資入島
。吸引投資是提振經濟不可缺少的措施。台當局因
負債纍纍、財政拮据，根本無法藉投資公共建設來
刺激經濟，而民間投資也未見起色。倘若資金充裕
的陸企進軍台島，顯然可助台灣經濟一臂之力。然
而，現行一些限制措施令不少陸企躊躇不前、興
趣索然，也使台當局開放陸資入島的政策未能充
分發揮經濟效應。但願台灣方面在新的一年
能有新思維和新做法，為陸資赴台營造友
善環境，進一步加強兩岸經合。

瀾瀾觀觀
隔海 陸客赴台人次突破220萬

台經濟今年或可強勢反彈

打擊強迫購物 台研限縮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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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入出境管理部門公布的最新數字
顯示，2012年陸客來台人次突破220萬，
再創歷史新高。為了提高陸客來台觀光品
質，台灣觀光局近期研議，未來可能就大
陸遊客購物點進行限制，未來陸客來台可
能只能到4個購物點進行消費，同時時間也
不能超過50分鐘。

體育 賽馬 世界新潮 國際新聞

【本報訊】據新華社台北三日消息︰台灣當局兩岸事務
主管部門3日公布的最新民調結果顯示，多數台灣民眾支持
「擴大與深化兩岸交流」， 「兩會互設辦事機構」， 「檢討

修正 『兩岸條例』」這三項台灣當局正致力推動的兩岸交流
重點工作。

調查顯示，高達76.4%的受訪民眾支持當局進一步深化
兩岸在各領域的交流，以增進兩岸民眾的相互了解。

對於陸資來台，67.1%的台灣民眾認為應適度開放陸資
來台，60.3%的民眾認為開放陸資來台有利於兩岸投資的平
衡發展，並對兩岸經貿往來有所助益。

針對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64.2%的民眾表示贊成；
71%的受訪民眾認為此舉有助於兩岸關係發展。

在通盤檢討修正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方面，72.4%的
受訪民眾認為此舉符合民眾實際需求。

本次調查是台當局兩岸事務主管部門委託民意調查公司
，在去年12月22日至25日以電話訪問台灣地區20歲以上成年
民眾，有效樣本1104份，信賴度為95%，抽樣誤差在±
2.95%。

台民眾支持深化兩岸交流
【本報訊】據中通社三日報道︰儘管大環境景氣

仍然不佳，台灣商用不動產市場去年（2012）在置產
氣氛帶動下仍能逆勢突圍，交易金額逾630億元（新
台幣，下同），僅次於2011年726億元的歷年最高紀
錄，商辦價格更一路上漲，全年均價達每坪（每坪
3.3平方公尺）68.1萬元，年漲幅15%。

台媒報道，台北市2012年商辦市場交易熱絡，在
置產買方因看好未來商辦榮景下，價格持續上漲，其
中，南京復北商圈商辦、內科商圈廠辦，年漲幅都近
2成，為各商圈價格漲幅最大。

永慶資產管理協理黃增福表示，台北市熱門辦公
商圈的舊辦公大樓早期價格較低，但經過這2年補漲
之後，目前行情已貼近周邊住宅價格，看好未來布局
兩岸的台商、陸資、外資的自用、置產需求增加，是
帶動商辦價格向上的主因。

此外，若今年第4波檢討開放大陸投資幅度加大
，可望吸引更多陸資赴台投資及增加辦公駐點的使用
需求，加上景氣已有逐漸復蘇現象，對於中小企業業
主、商辦置產買家、外資及陸資而言，也將是擴大資
產布局的時機。

展望2013年商用不動產市場的表現，黃增福認為
，在台灣當局全力拚經濟，政策引導台商回流、擴大
開放陸客自由行、陸資赴台投資，以及規劃外商可享
有超越世界貿易組織（WTO）待遇、陸資享有WTO
平級待遇，可望大幅吸引台商、陸資及外資增加在台
投資。

因此，位於都會區辦公商圈的熱門地段、整層辦
公物件、售後回租具穩定租金收益的不動產，將是今
年商辦市場最受青睞的產品，也最能吸引買家競價搶
案。

看好陸資入島 台北商舖漲價15%

【本報訊】據新華社台北三日消息︰南方航空、
東方航空、廈門航空與台灣的中華航空等兩岸4家航
空公司，3日下午在此間簽約結盟並共同推出 「大中
華攜手飛」計劃，將通過資源共享為往返兩岸的旅客
提供更優質、便利的服務。

據介紹，這4家公司目前共擁有兩岸航點41個，
往返兩岸的班次每周合計超過270班，佔現有兩岸航
班總數的近一半。

上述4家公司結盟後，旅客只要持有4家公司中任
意一家會員卡，即等同於擁有4家航空公司的會員資
格，可享有4家公司共同提供的多元化會員服務。據
了解，這4家公司目前共有逾46萬名會員。

原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在儀式上致辭表示，近4
年多來，兩岸直航航班從無到有，很快還要增加到每
周600多個班次。兩岸人員往來也日趨密切，去年來
台的大陸居民已超過220萬人，這種交流既刺激了台
灣經濟發展，也增進了兩岸同胞的了解。

據了解，凡持有4家航空公司正班機機票的旅客
，依其機票規定可更改回程航班，享有共用班號互相
搭乘、自由轉搭班次等便利服務。

兩岸四家航空公司攜手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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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台灣著名歌星鄧麗君冥誕60周年。台灣
鄧麗君文教基金會1月下旬起將在台灣和大陸分
別舉辦紀念活動 中新社

▲ 「大中華攜手飛」 發表會3日在台北舉行，藝人林志玲（前中）出席活動產品發表秀，與4家航空公
司的空服員一同演出 中央社

▲為了打擊強迫遊客購物的不良現象，台當局擬
規限陸客團購物時間和地點。圖為陸客在台灣的
商店購物 資料圖片

【本報訊】據中通社三日報道：台灣行政部門3日正式
拍板通過，全台稅收第二高的桃園縣確定在2014年升格改制
，成為繼台北、新北、台中、台南、高雄五大直轄市之後的
「第六都」。媒體引述 「內政部」審查小組消息稱，由於桃

園縣人口已逾200萬人，創稅能力僅次於台北市，工業產值
連續9年全台第一，這些都成為桃園得以 「升格」的原因。

據悉，升格後的桃園市將在2014年12月25日正式改制，
新市政領導班子亦將在當年底舉行的 「七合一」地方選舉中
產生。媒體分析指出， 「第六都」是島內工業重鎮，料該市
市長之位又將引起國民黨、民進黨的全力攻防，現任桃園縣
長吳志揚被認為連任機會較高，但有指民進黨已相中桃園縣
黨部主委鄭文燦出面力爭，表明就算不能擊敗吳志揚，也要
為民進黨在2016年大選鋪陳氣勢。

位於台灣西北部的桃園市，由於毗鄰台北都會區，加上
有機場、工業等配套，近年來發展迅速，吸引大量外縣市人
口移入，人口方面已迅速突破200萬，呈現為閩、客、外省
、原住民族等多族群融合之貌，同時也是台灣引入外籍勞工
人數最多的縣市。

桃園明年升格寶島第六都

【本報訊】綜合中新社及中通社三日報道︰據台
灣方面統計，去年兩岸交流進入新高峰，陸客來台
總入境人次達2235635，其中團體旅遊入境1767489人
次，個人遊入境190676人次，健檢醫美入境人次
50376，專業人士入境人次151528，商務人士入境人
次75566。

台 「移民署長」謝立功表示，2012年陸客來台人
次創歷史新高，總入境人次較2011年入境人次增長
49%，團體旅遊來台陸客較上年增長43%；隨着大陸
試點城市開放至13個城市，陸客個人遊入境人次亦為
2011年的5.3倍。

謝立功表示，2013年，將秉持當局推動陸客來台
觀光政策，持續針對陸客來台簡化相關行政措施，
包括電子證申請48小時核准後轉交由陸客自行打印，
郵輪旅遊一次核發2張證及財力證明簡化等，透過台

旅會與大陸海旅會 「小兩會」協商機制，研議擴大
開放試點城市可行性，藉以深化兩岸交流，並推升
台灣旅遊的競爭力。

業者逼購物賺佣金
為保障陸客赴台遊品質，台灣觀光局近期研議

，未來可能就大陸遊客購物點進行限制。這項調整
最快可能在今年第二季度實施。據台灣觀光局資料
顯示，大量陸客來台，卻無法享受高水準觀光品質。

日前觀光局針對陸客進行問卷調查，不少陸客
抱怨來台購物時間太長，甚至有業者強迫消費。觀
光局表示，現在不少旅行業者以低價承接陸客團，
再以購物佣金的方式彌補；觀光局不希望台灣旅遊
淪為以購物為主的環境。

另外，來自台灣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的統計顯
示，2012年大陸遊客來台購物投訴案例共70件，比上
年的39件增加約8成，其中近九成為珠寶或玉石消費
，共62件，比上年的28件增加一倍多。

香港經驗值得借鑒
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胡兆英3日對中通社記者表

示，台灣面對 「零團費」及強迫購物的情況也困擾
香港多時，但由於香港是自由市場，難以訂立標準
，台灣若能以行政手段去解決 「零團費」及購物問

題，也是一個好方法，但重點在執行上，要小心上
有政策，下有對策。

胡兆英並分享香港的經驗指出，現在香港實施
若旅行團去指定購物點購物，旅客事後可以不問任
何理由退貨，該政策令旅客投訴大幅減少，變相打
擊 「零團費」。

【本報訊】據中通社香港三日消息︰台灣媒體近
期一面倒都是經濟差的報道，不過在國際評比方面則
顯現台灣在全球仍然名列前茅，哪樣才是真？島內民
眾如墜霧中。有經濟學者及評論員3日指出，台灣經
濟非如報道所說的那麼差，外圍經濟若好轉，應可強
勢反彈。

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洪雲星從經濟角度指
出，台灣與香港一樣是外向型經濟體，本地市場小，
大部分公司依靠外面市場，若出口差將影響整體經濟
表現。他表示，台灣所謂的「經濟差」，主要是外圍因
素影響，台灣的基本因素並非太差，「實力仍然在」。

「三通」 效應需時發酵
不過，民進黨近日仍以 「換內閣、拚經濟」等為

由，欲發動 「113」（1月13日）大遊行。馬英九引述
外國報告指出，世界銀行公布2013經商環境報告，台
灣的經商便利度評比排名是全球第十六名，比他上任
前進步45名， 「有時大家覺得政府這裡做得不好、那
裡做得不夠，但國際社會評價台灣，在這些方面都不
是很差」。

對於這個兩極化現象，台灣時事評論員、香港公
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趙雨樂表示，島內民眾
去年對 「三通」預期高，認為可馬上解決經濟增長、
民生問題的死結， 「但 『三通』對經濟的效果需要時
間慢慢浮現，」他說，台灣中產階級與香港一樣承受
巨大的房貸壓力，若島內民眾非從事 「三通」相關
的貿易，即使受惠並不明顯，因此，一些市民才產生
「經濟差」的想法。

「其實台灣經濟的復蘇速度較亞洲、歐洲一些國
家及地區已快出很多，因此在一些國際評比中名列前
茅。」他指出，現在台灣經濟已回暖，沒有惡化的跡
象，股市更在谷底反彈。

洪雲星指出，美國避過 「財政懸崖」，歐洲經濟
正逐漸回暖， 「由於台灣基本盤不差，相信隨外圍
經濟好轉，應可強勢反彈」。

趙雨樂亦相信，台灣與大陸 「三通」的政策不會
改變，同時會尋求大陸以外的亞洲市場，希望經濟上
能 「兩條腿走路」。在新的一年，他預期，台灣
經濟、股市及房地產的勢頭良好，相信台灣可 「
穩中求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