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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總書記
習近平早前走訪
大陸台盟中央時
，特意與年輕的
工作人員交談，
詢問對方是否為

台籍幹部，以及會不會講閩南話。他
還說 「你們要學習閩南話，將來跟台
灣交流更親切」。習近平自去年11月
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
央總書記後，雖然還沒有正式談及涉
台政策，但從他要求台盟工作人員學
習閩南話的細節來看，足現他對台灣
社會的了解以及對台工作的細膩性。

俗話說 「同聲同氣」，如果能用
對方熟悉的語言進行交談，無疑能進
一步拉近彼此的距離。台灣當地的主
要方言是閩南話，由於閩南語在生活
中具有使用上的自然優勢，即使客家
及外省族群也不得不學習。更何況，
台灣政治光譜兩極化，語言也被政治
化。在一些政客的鼓吹和煽動下，是
否會講閩南話已然成了是否愛台灣的
「標誌」。閩南話不僅是日常生活交

流的語言工具，還是政治人物討好選
民的拉票利器。尤其是外省籍的國民
黨人必須在閩南話上狠下功夫，才不
會吃暗虧。馬英九從1996年擔任 「行
政院政務委員」時就開始向專業老師
學習閩南語，一直學到2008年當選台
灣地區領導人，才因政務繁忙而暫停
學習。其閩南語老師曾公開馬英九的
課本，上面寫滿了密密麻麻的筆記。
閩南語在台灣社會中的特殊地位，從
馬英九學習閩南語的認真態度可見一
斑。習近平要求台盟工作人員學習閩
南話，可見他深諳台灣政治生態。

在中共歷屆領導人之中，習近平
是少有的在出任中共總書記前就與對
台工作頗有淵源的領導人。他曾在福
建省有17年的工作經驗，擔任過福建
省省長、福州市委書記、廈門市副市

長等職。福建與台灣僅一水之隔，是兩岸經貿合作
的前沿區域和大陸對台政策的實驗區，習近平在這
裡積累了不少處理對台事務的經驗，尤其為跨海打
拚的台商解決了一系列難題，在當地台商中樹立了
很好的口碑。在他主導下，廈門設立大陸第一家台
商會館，在福州建立第一座以台資企業為主的工業
村。習近平還多次接待過台灣政壇的知名人士，包
括2000年回福建永定祭祖的國民黨副主席吳伯雄、
2005年應邀到訪杭州的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
蕭萬長、2010年在海南參加博鰲論壇的兩岸共同市
場基金會最高顧問錢復。

由於習近平在地方任職時就常與來自台灣的政
界和商界人士交流，對島內政治生態和營商環境
早有了解，島內媒體稱他是 「知台派」。台灣輿
論界、政商界對習近平的正面評價和良好印象
，有助於提升兩岸互信。而習近平在成為中
共第一把手之前所累積的對台工作經驗
，將有利於他制訂務實的兩岸政策。

瀾瀾觀觀
隔海 兩岸貨幣清算料月底啟動

陸客赴台搶購嬰兒奶粉

台民眾將可開設人民幣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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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通社八日報道︰兩岸金融交流
將開啟新篇章。兩岸貨幣監管機構去年8月簽署了 「
海峽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兩岸貨幣清算機
制建立後，將可提升廠商靈活調度資金、增加兩岸
經貿活動使用幣別，並且有助發展具兩岸特色的金
融業務。

台灣 「央行」外匯局行務委員宋秋來7日表示，
自上月大陸人行宣布由中國銀行台灣分行為台灣島
內人民幣清算行後，兩岸金融銀行主管部門一直有
密切聯繫，他們得到的消息，是人行很快就會和中
行簽署協議。

協議完成後一個月內，兩岸貨幣清算機制就能
正式啟動，島內銀行外匯指定分行（DBU）就可開
辦人民幣業務。

至於台灣民眾一旦可在島內銀行開立人民幣帳
戶，是否會引發大量新台幣存款轉為人民幣，宋秋

來說，從香港經驗推斷，相信台灣民眾會理智，也
會做最適合的配置。銀行推估，以目前島內有24兆
元的新台幣存款規模，約有1成、即2.4兆元會轉為人
民幣。

島內人幣存款勁增300倍
此外，因應人民幣商機熱度持續加溫，島內銀

行的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人民幣業務也快速
增長，其中存款業務，截至2012年11月，已突破200
億元人民幣大關，較上月的193.04億元人民幣，大幅
增長11.33%，續創歷史新高；若與2011年7月底開辦
人民幣業務時相比，增幅更超過300倍。

此外，OBU截至去年11月底的放款餘額為人民
幣96.75億元，已快突破百億元人民幣；同期，以人
民幣作為跨境貿易結算的金額，也有75.6億元人民幣
，顯示島內人民幣資金池日益擴大。

備受矚目的兩岸貨幣清算機制已進入倒數計時階段，台灣 「央行」 外匯局行務委員
宋秋來7日表示，據了解中國人民銀行短期內就將與擔任兩岸貨幣清算行的中國銀行台灣
分行正式簽署協議，最快今年1月底、2月初台灣民眾就可在島內銀行開人民幣帳戶。

【本報訊】據中通社八日報道︰台灣經濟部8日
宣布，為配合推動 「加強推動台商回台投資方案」
，將今年度台商回台投資目標金額從原訂1000億元
（新台幣，下同），上調至1500億元。

經濟部8日指出，自 「加強推動台商回台投資方
案」啟動後，經濟部工業局已召開3次聯合審查會議
，共通過8件投資案，預計投資總金額約1100億元，
早已達成原先設定目標，因此經濟部今天順勢將原
先目標上調。

此外，去年台商回台投資的件數有57件，投資
金額為519億元，達成率為103.8%；在對外招商部分
，投資金額為101.9億美元，達成率為101.9%，都達
成原先預定的目標金額。

經濟部統計指出，去年度民間新增投資計劃有
2300多件，金額超過1.1兆元，順利達成年度目標，
今年的目標金額上調為1.2兆元。

經濟部統計，去年民間新增投資以電子資訊業
投資金額最多，為4560億元，達成率100.21%。

各業別中，以會展業表現最差，投資金額僅19
億元，達成率37.6%，排名墊底。

台商界看好今年經濟
此外，台灣多家企業大老闆均對今年經濟景氣

表示樂觀。國泰金董事長蔡宏圖表示，今年台灣的
經濟景氣會漸漸明朗，旗下國泰人壽會進場加碼買
台股，國泰世華今年年終獎金可望比往年的2、3個
月還要高。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認為，雖然仍有
一些挑戰，但今年的情況應該會比去年好，關鍵在
於產業轉型升級。宏碁創辦人施振榮也指出，景氣
將慢慢好，不會更壞，重點在努力去做。

馬英九在同一論壇上發表演說則認為，雖然一
般預測今年經濟情況會好轉，卻仍不能過度樂觀。

台擬吸引1500億台資回流

【本報訊】據中通社八日報道︰美國參議院 「台灣連
線」共同主席、軍事委員會共和黨首席議員詹姆斯‧殷霍
夫，8日率團搭乘軍用專機訪問台灣，成為繼去年 「520」
出席馬英九就職典禮之後，一年內第二度有美國國會議員
搭乘軍機訪台。詹姆斯‧殷霍夫在台北表示，美國2013年
將售台30架阿帕奇戰鬥直升機，2014年會售台60架黑鷹直
升機；台灣的愛國者飛彈需要升級，2015年美國將出售愛
國者三型飛彈。

時事評論員、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趙
雨樂對中通社記者表示，美軍對台軍售的武器愈來愈先進
，如果台灣取得愛國者三型飛彈，意味美國在亞洲的布
防會 「齊一化」，相信美國考慮的是大戰略，意圖圍堵中
國大陸的導彈。雖然目前情況仍未成熟，因美國未有測試
導彈圍堵的能力，但 「相信這只是第一步。」

美議員：2015年售台愛三

【本報訊】據中通社八日報道︰台 「國防部」軍備局
屬下中山科學研究院上月才舉行軍品釋商成果展，向商界
推介其研發的 「銳鳶」無人飛行載具（UAV）系統，但台
灣陸軍接收的一架 「銳鳶」7日進行飛行訓練時，又發生故
障失速墜落。這是台軍自中科院接收、測試 「銳鳶」無人
飛機以來，第三度發生事故。

據台灣 「國防部」2010年12月在 「立法院」的報告，
「銳鳶專案」編列36.9億新台幣，於2006至2011年委由 「中

科院」研製無人飛行載具，2011年可全數部署。 「銳鳶」
無人飛行載具續航力約12小時，屬低成本、高效率的武器
系統。軍事上可用於情資偵搜、戰場監控、目標搜尋定位
、通訊中繼；民間則可用於農漁牧觀測、地形地貌偵照監
控，或颱風、油污、森林火災災情調查及反走私偷渡等。

「中科院」去年12月5日舉行軍品釋商成果展，其中無
人飛行載具系統估計可創造約13億元台幣商機。 「中科院
」航空研究所副所長吳培欣表示，目前無人飛行載具將朝
向飛得更高、滯空時間更長、拍攝得更清楚的目標邁進，
未來還將發展能攜帶武器的武裝型無人飛機。

台軍無人飛機墜毀

【本報訊】據中通社八日報道︰台灣 「國防部」8日表
示，在不影響戰備演訓任務與不與民爭利前提下，支援外
離島民眾疏運計劃，民眾搭軍機每人收費1000元（新台幣
，下同）、軍艦為600元整。

台 「國防部」8日召開記者會指出，已完成 「外離島台
軍人員運輸規劃」，春節期間1月29日至2月21日進行台軍
外離島運輸計劃，預計疏運金門、馬祖、澎湖與烏坵等地
區返鄉官兵，預計輸運官兵15663人，採軍機、民航機、軍
租民輪等方式運輸。

「國防部」指出，在不影響戰備演訓任務與不與民爭
利前提下，奉 「行政院」核定 「台軍支援外離島民眾疏運
辦理原則」，協助疏運離島返鄉民眾。自2月6日至19日，
軍方將每日派遣2架C-130運輸機在松山與屏東基地待命；
2艘軍租民輪在台中與基隆港待命。

「國防部」後勤次長室後勤管理處長黃仲奇少將指出
，1000元包含油料與保險費用，相關費用由交通部收取後
繳交 「國庫」。

居民搭軍機返鄉收費千元

【本報訊】據中國時報報道，位於南橫公路附近
的高雄玉山公園警察隊梅山分駐所，外觀造型酷似貓
頭鷹，俏皮可愛模樣很難和 「警察」聯想在一起，管
理處副處長吳祥堅說，當地貓頭鷹很多，公園警察工
作在於取締非法、保護生態資源，透過貓頭鷹建築，
正為生態保育觀念達到最好宣傳。

台南市新化警分局新化派出所的造型也相當特別
。一頂直徑14公尺的巨大警帽 「戴」在派出所屋頂上
，兩年來吸引數十萬名來自全台的遊客慕名打卡、拍
照，甚至吸引劇組來此拍戲取景，儼然成為另類的觀
光景點。不少觀光客都說，警察局向來予人硬梆梆的
刻板印象，但可愛逗趣的警帽不但造型卡哇伊，更多
了一份親和力。新化派出所所長曹俊宏為迎合遊客心
態，也特別貼心設計一款 「警帽紀念戳章」，讓遊客
除了拍照，還可蓋章，把 「警帽」帶回家紀念。

南投縣仁愛警分局翠峰派出所因離合歡山最近，
是前往合歡山旅遊的前哨站，也是雪季期間重要補給
站及醫療站，是花蓮縣合歡派出所之外，合歡山區的
另一個遊客守護站。全台公路最高點是海拔3275公尺
的台十四甲線武嶺，每年十一月至隔年二月，合歡山
區常下雪，積雪封路，仍擋不住想玩雪、看雪的遊客
，若遊客未準備雪鏈或登山裝備，汽車打滑、拋錨，
遊客罹患高山症等狀況不斷，離合歡山最近的翠峰派
出所員警，常肩負搶救任務。

台中公園駐在所只負責觀光導覽，是全台中唯一
不辦刑案的駐在所，不但是公園內的地標，更是遊客
最貼心的人民保姆。男警彭穩達靠自修學習外語，竟
然會講韓、越和泰等國語言。不少騎摩托車的人忘了
拔掉插在車上的鑰匙，女警葉惠婷半年間幫忙拔掉五
十六支鑰匙，不讓竊賊有可乘之機。

趣怪警署變另類景點

▲台南新化派出所戴上一頂巨大警帽，造型可
愛 中國時報

▲高雄玉山公園警察隊梅山分駐所，外觀酷似
貓頭鷹 中國時報

▲南投縣仁愛鄉翠峰派出所是前往合歡山的補
給站，雪季時更是特別忙碌 中國時報

▲位於台中公園內的駐在所，環境優雅，猶如
鄉間別墅 中國時報

【本報訊】據中通社八日報道︰台文化部門負責
人龍應台8日以韓國經驗為例指出，韓國用連續劇輸
出文化，讓全球吹起 「韓流」，看到韓國軟實力。她
說，台灣文化有飽滿的內涵，未來應思索如何向外展
現台灣的軟實力。

龍應台8日以 「文化軟實力」為題，應邀在天下
雜誌主辦的 「天下經濟論壇」發表演講。龍應台特別

以韓國經驗為例指出，韓國用連續劇輸出文化，一開
始先提供國外免費的戲劇內容，等社會習慣韓劇美學
後，再來談錢。像是家家戶戶收看的 「大長今」，挾
帶的價值美學，讓人看了戲劇後，對韓國產生好感。

龍應台說，台灣文化也有飽滿內涵，早期用鄧麗
君、尤雅的歌把軟實力帶進大陸，現在大陸KTV每10
首被點歌，7首是台灣創作，流行音樂這塊，台灣有

很飽滿的軟實力。但如果沒有持續維持創作力、沒有
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沒有進入流通系統，這種優勢會
消失。

龍應台也提到， 「三立」電視台最近把台灣偶像
劇賣到日本，她提到觀光局等部門如果能邀請劇中演
員擔任觀光代言人，並結合播出時段，更能發揮觀光
行銷力量。

龍應台強調，文化軟實力從來不是從上而下的，
台灣未來思索方向，應該是如何努力與國際接軌，並
展現台灣各方面的軟實力。

借鑒韓劇 台欲重展軟實力

【本報訊】綜合中央社八日消息︰ 「小三通」
大陸遊客除買金門貢糖、麵線、高粱酒外，奶粉、
沐浴乳、即沖燕麥片也是熱門採購品，讓大型超市
業績長紅。

全聯實業公司慈湖店張姓員工8日表示，常有遊
覽車載運大陸旅客採購物品，其中奶粉、沐浴乳、
即沖燕麥片是陸客最愛，平均每人採購金額約新台
幣4000、5000元，奶粉常是整箱8罐或12罐採購，避
免重新打包的困擾。

品質保證 價格低廉
張姓員工說，店內奶粉是主要銷售產品，據陸

客表示，台灣奶粉價格較大陸低廉，且品質也較好
，尤其嬰兒奶粉，吸引陸客與單幫客大量採購。

全聯慈湖店對面有2家旅社，住宿的個人遊陸客
也常在晚上到店採購；金城鎮一家販售奶粉的大型
藥局也是陸客光顧的對象。

此外，金門小三通碼頭──水頭碼頭的海巡署
金門岸巡總隊人員表示，常發現陸客或單幫客以手
推車送來整箱奶粉，接受X光機檢查，最高紀錄8箱
64罐，其中以嬰兒奶粉居多，大陸發生 「毒奶粉案
」後，台灣奶粉受大陸民眾及台商青睞，主要是信
賴感與品質。

島內旅行業者表示，自從2007年大陸爆發 「毒
奶粉案」後，陸客來台都會搶購嬰兒奶粉，一則進
口奶粉的價格比大陸便宜，二則比較安心。

有民進黨立委8日表示，奶粉是重要民生物資，
政府採降關稅等措施希望人民減輕負擔，但台灣進
口奶粉價格仍居高不下，甚至缺貨。經查發現，近
年台灣奶粉進口量增加，卻被一些業者以小三通等
管道，將奶粉透過網拍賣到大陸。以某奶粉為例，
去年12月900公克包裝的奶粉在台灣售價新台幣659
元，在購物網站 「淘寶」上販售的台灣貨售價換算
新台幣約833元、大陸市售價格更高達1116元。

▲兩岸貨幣清算機制正式啟動後，島內銀行便可開
辦人民幣業務 資料圖片

▲農曆春節將近！桃園機場有店家在門口布置了財
神爺及金元寶等，期盼今年經濟復蘇 中央社

▲台灣奶粉是大陸小三通遊客及金門單幫客，除了
高粱酒外，最愛攜帶的物品。主要原因是台灣奶粉
價格較大陸低、品質佳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