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日天氣晴朗，台灣民眾趁好天氣到陽明山
公園賞花，聚集在盛開的櫻花樹下拍照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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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行政
院長」江宜樺新
官上任三把火。
近日他宣布接受
民進黨的提議，
通過 「公投」解

決困擾台灣多年的核電存否問題，
為島內政壇投下一顆震撼彈。昨天
他又表示，如果 「核四停建公投」
通過，立即辭職下台。此番豪言再
次在島內掀起波瀾，為本已鬧得沸
沸揚揚的 「核四公投」增添了不少
火藥味。

島內第四核能電廠1號機目前已
接近完工，正在進行試營運測試，
預計2015年進入商業運轉。視 「反
核」為神主牌的民進黨春節前已揚
言，將發起聲勢浩大的反核運動。
上周六民進黨立委果然向國民黨下
戰帖，聲稱將在 「立法院」提出 「
核四停建公投」。其估計國民黨應
不敢接受挑戰，日後便可藉此嘲諷
國民黨 「違背民意、獨斷專行」。
殊料兩天後，江宜樺迅速回應民進
黨的訴求，反倒讓民進黨措手不及
。當晚民進黨中央表示，只須停建
核四即可，無須舉行浪費資源的 「
公投」。民進黨臨陣縮紗，因為根
據以往的經驗， 「公投」在島內的
通過率是零。

島內 「公投」通過的門檻相當
高：提案方面，提案人人數應達提
案時最近一次大選選舉人總數千分
之五以上，連署人數應達提案時最
近一次大選選舉之選舉人總數百分
之五以上；投票方面，投票率須達
百分之五十以上，同時必須有過半
數投票人同意。這次 「核四公投」
若由 「立法院」提案，則無須經過
民眾連署，但台灣歷次 「公投」無
法通過的原因都在於投票率不過半
。自2004年以來，台灣曾舉行過6次
「公投」，包括由綠營提出的 「強

化國防」、 「對等談判」、 「討黨
產」和 「台灣入聯合國」，另外兩

次分別是泛藍陣營提出的 「反貪腐」和 「務實返
聯公投」，投票率最高的一次也只有45.17%。正
因如此，上任不到兩周的江宜樺才敢賭上自己的
烏紗帽，出其不意地打亂了民進黨的如意算盤。

戴眼鏡、總是笑咪咪的江宜樺向來一副斯
文的學者形象，但從最近藍綠 「核戰」中，其果
斷勇為的作風讓外界刮目相看。只是， 「賭烏紗
」之舉不無風險。島內的 「反核」聲浪從未停歇
，加之2011年3月日本因強震和海嘯而發生核泄
漏意外，更加深了民眾對核電安全的憂慮。 「核
四停建公投」倘若成案，不無通過的可能性。如
此一來，國民黨的 「擁核」政策將遭重創。江宜
樺賭的不僅是自己的政治前途，還有國民黨和馬
英九的聲望。

江宜樺曾表示，特別佩服《三國演義》中
的著名人物諸葛亮。 「諸葛一生唯謹慎，但
關鍵時刻也會擺出驚人大膽的 『空城計』
」，不知這次江宜樺能否如其偶像那
樣神機妙算克敵制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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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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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金融教父疑潛逃大陸
【本報訊】據中通社一日報道︰有台灣 「地下金

融教父」之稱的亞陸機構董事長萬眾，被判刑3年6個
月定讞，高雄地檢署1日證實，日前擬向萬眾發出入
獄通知書時才發現他已潛逃無蹤，當局已發布通緝令
，相關案情將由法務部門說明。

由於有消息稱萬眾可能已逃到大陸，法務部次長
陳明堂同日表示，正在查證萬眾的行蹤，如果確定人在
大陸，就會啟動 「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
協議」（簡稱：兩岸共打機制），盡速將他遣返回台。

高雄地檢署透露，萬眾涉嫌經營地下錢莊、放高
利貸，被控於1998年至2001年間，利用紐新、台鳳、
元富鋁、尖美建設、景海開發等9家上市公司財務緊

絀的機會，先向有關公司放高利貸紓困，再以暴力手
段解決債務，趁機奪取經營權，掏空公司資產，不法
獲利近6億多元（新台幣，下同）。高雄地檢署於
2004年拘提萬眾，同年6月起訴，但萬眾多次提出上
訴，直到最高法院去年12月駁回上訴，全案定讞，判
萬眾應即時入獄3.5年。

此外，萬眾與妻林長淑、父親萬鵬里，合計欠稅
4.7億多元，已被稅務部門列入黑名單。

傳棄千萬保釋金潛藏北京
《自由時報》引述獨家消息稱，萬眾多次翻案不

果，期間遊走兩岸從事房地產生意，在獲悉將被判刑

後，放棄1600多萬元保釋金，逃往大陸，目前極可能
匿藏在北京一帶。法務部門次長陳明堂1日針對該報
道表示，已就此個案發布通緝，若查證後確定人在大
陸，會透過 「兩岸共打機制」，要求大陸公安部門協
助緝捕，再將其轉交給台灣警方。

由於台灣有多位經濟要犯逃往大陸，像前力霸集
團總裁王又曾，掏空公司700多億元後逍遙美國；前
東帝士集團總裁陳由豪、桂宏炒股案判刑定讞的羅福
助、台中商銀掏空案的廣三集團總裁曾正仁等。陳明
堂坦言，目前雖有監控機制，但某些環節仍存有盲點
，法務部門已向 「立法院」提出法律修正草案，希望
未來能順利通過，以防堵這類事件再度發生。

核四停建公投核四停建公投若通過即下若通過即下台台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日 星期六A11台灣新聞責任編輯：朱瑞宜

美術編輯：劉國光

馬政府決定將核四問題交付 「公投
」 ， 「行政院長」 江宜樺1日在 「立法
院」 院會答覆立委質詢時表示，這
是經過多次開會討論的結果，最後
由馬英九召開府院黨高層會議拍
板決定。江宜樺還說，如果

「核四停建公投」 通過，
「行政院長」 就要負
起政治責任，辭
職下台。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一日消息︰江宜樺上午
應邀到 「立法院」施政總質詢，國民黨立委楊瓊瓔詢
問江宜樺，若 「核四公投」決定停建核四，導致台灣
電力公司破產， 「行政院」是否會負起政治責任？

江宜樺回答說， 「核四公投」決定停建核四，可
能導致台電破產，是政府極力避免的事，因為會根本
性影響全台供電與輸電，也是核四停建可能導致的種
種重大後果之一。江宜樺說，如果要討論政治責任，
當然是由 「行政院」負責， 「以 『行政院長』來講，
就是辭職下台」。

江宜樺表示，依 「公投法」規定， 「行政院」沒
有 「公投案」提案權，但當 「立法院」黨團協商，執
政黨徵詢意見時， 「行政院」會提供意見。他說，由
於核四是進行中的工程，他認為 「公投案」主文文字
應朝 「你是否支持停建核四」方向研擬。

質疑綠營立場矛盾
至於公投主文是否會加入核一至核三除役及電價

漲價等議題？江宜樺說，這次 「公投」只針對核四，
不會包括核一至核三；至於電價漲價的部分，則會在
討論及辯論過程中清楚呈現，不會成為 「公投」主文
的一部分，只可能在理由書中提到。

國民黨立委賴士葆質詢江宜樺時表示，民進黨主
席蘇貞昌曾要求以公投解決核四問題，近期卻又呼籲
立刻停建，不必 「公投」。江宜樺說，他對蘇貞昌的

說法感到 「困惑、錯愕」，不知如何解釋其中的矛盾
；民進黨政治領袖彼此間也有矛盾，如蘇貞昌主張不
必 「公投」、立刻停建，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卻主張
核四應 「公投」。

「公投」不能降低門檻
民進黨立委柯建銘質詢時呼籲江宜樺，若要敉平

社會對立，應把公投法修成簡單多數。江宜樺則認為
， 「千萬不要修成簡單多數」，如果修成簡單多數，
哪怕只有10個人投票，6比4就可決定社會政策， 「完
全沒有門檻的簡單多數是我無法接受的」。島內 「公
投法」規定， 「公投」過關須經 「雙門檻」，包括投
票人數須達全台投票權人總數1/2以上，且有效投票數
超過1/2同意。

【本報訊】據中通社一日報道︰台灣島內近日就
核電安全問題爭論不休，1日更有媒體爆料指，擁有
多座核電廠的台灣電力公司，因核廢料存放合約問題
，被朝鮮控告，還要賠償對方3億元新台幣（872萬美
元）。

台電聲稱沒簽合約
據1日出版的最新一期《時報周刊》報道，過去

台電曾與朝鮮簽下運送核廢料合約，台電將把核廢料
送至朝鮮的平山處置場存放，朝鮮為此投入大筆金錢
、人力，加挖2條坑道。但其後計劃因故停擺，合約
一擱16年。朝鮮為此委請台灣律師，計劃在3月4日向
台電求償3億元。

朝鮮方面委託的律師蔡慧玲拿出文件證明說，
1996年台電公開登報尋找核廢料放置地點，當時朝鮮
主動來應徵，雙方在1997年簽下第一份合約，目標是
要在2年之內完成運輸6萬桶核廢料，但是因為台電沒
有辦法申請到台灣原子能委員會的輸出許可，導致合
約一直沒辦法履行；而包括美國以及韓國都不滿台灣
將核廢料送到朝鮮半島去，還爆發街頭抗議。

受到輿論壓力，1998年雙方不得不暫時停擺，並
再協議用872萬美元保留5年合約期限，結果台電還是
沒履約。蔡慧玲說，到目前懸而未決，所以朝鮮國家
計算機中心與台灣的律師討論，怎麼樣要求台電支付
這872萬美元。

律師表示，此案一拖就是16年，協商了超過10次

，朝鮮當年甚至按照台電要求，擬定參訪計劃，但台
電不理不睬，才決定跨海提告。受託律師認為，這起
官司如成案，朝鮮贏面相當大。不過，台電表示，雙
方合約根本沒簽，理當失效作廢，因此無違約問題；
而且拖了16年才打官司，質疑仲介公司居心叵測。

或涉扁「機密外交」案
另據台媒報道，2009年台灣 「外交部」清查陳水

扁 「機密外交」費用，查出2004年間推動 「烽火外交
」政策，有掮客宣稱可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日聯繫，密
談核廢料處置方案；陳水扁疑似透過 「國安會」指示
「外交部」編列機密預算，分三期交付近3億台幣，

要給朝鮮官員。但錢給了掮客後卻未見任何官方交流
，台電也沒有運送核廢料到朝鮮的紀錄，懷疑陳水扁
涉嫌詐領公款，在安亞、醫和、拉美專案後，又一筆
「金援朝鮮」案，疑點重重。

台灣六次公投結果

時間

2004年

2004年

2008年1月

2008年1月

2008年3月

2008年3月

名稱

「強化國防」

對等談判

討黨產

反貪腐

「台灣入聯合國」

「務實返聯公投」

投票率

45.17%

45.12%

26.34%

26.08%

35.82%

35.74%

投票結果

均因投票
率不過半
而未通過

公投公投
程序程序
提案

❶提案人人數應達提案時最
近一次 「總統選舉」 之選舉人

總數千分之五以上。

❷連署人數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 「總統
選舉」 之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五以上。

❸若由 「立法院」 提案，無須再由民眾連署，可
直接進入投票階段。

投票
❶投票率須達百分之五十。

❷有效投票數超過百分之五十同意，即為通過。

存放核廢料跳票 台電遭索償3億
【本報訊】據中新社台北一日消息︰中國國際經濟交流

中心理事長曾培炎3月1日下午在台北圓山飯店向200多位台
灣工商界人士發表演講，分析當前經濟形勢，展望兩岸經濟
合作。

曾培炎說，國際金融危機給全球帶來新變化，世界經濟
正在緩慢復蘇，既蘊藏機遇，也包含挑戰，需要大陸和台灣
更好地合作應對。大陸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將致力於
調整結構、創新驅動、民生為本、深化改革，未來能夠保持
較快的發展速度，而且是比以前質量高、效益好的增長。

曾培炎指出，兩岸經濟合作共同經歷風雨，也一道成長
前進。展望未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勢不變，兩岸經濟
合作共贏的格局不變，兩岸制度化協商方向不變。大陸將堅
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重要思想，鞏固和深化兩岸和平發展的
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基礎，一如既往深化互利合作，厚
植共同利益，拓展合作空間，分享發展成果。

曾培炎對深化發展兩岸經濟合作提出三點建議：加強兩
岸政策協調與商情溝通，創新務實合作的內涵與方式，發揮
企業家增進和平發展紅利的作用。他希望兩岸企業家依託敏
銳的經濟直覺、聰慧的經濟頭腦、靈活的經濟手段和雄厚的
經濟實力，在兩岸經濟合作的舞台上 「唱主角」，肩負起深
化兩岸經濟合作的主力軍作用。

台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蕭萬長出席當天活
動。中國石化、東風汽車、中國遠洋、中國銀行等大陸企業
負責人參與了現場交流。

曾培炎談兩岸經合
建議加強商情溝通

【本報訊】據中通社一日報道︰阿扁28日又跌倒！力
求以病情惡化換得人身自由的台灣前領導人陳水扁，自去
年9月轉往台北榮民總醫院（下稱：北榮）治病後，多番傳
出他在治療期間病情惡化，甚至多次跌倒。但法務部門也
多次表示阿扁健康正常，1日媒體引述昨日前往探視丈夫的
扁妻吳淑珍怒批 「法務部不是醫生」，更指阿扁在院內未
獲最好的醫療待遇，致使病況日益惡化。

對於雙方各執一詞，北榮主治醫生周元華深感無奈，
向媒體坦言救急扶危的醫院已變成藍綠政治角力戰場，透
露阿扁的健康其實 「不好也不壞」。

媒體1日引述阿扁的主治醫生之一周元華稱，陳水扁的
病情雖不像綠營講的那麼嚴重，但也非法務部門對外所說
的一切正常。 「當初好心接下棘手任務，如今卻成了藍綠
政治角力戰場。」他強調醫院只是醫療單位，卻要承受所
有責任。陳水扁民間醫療小組成員之一、北榮教研部主任
郭正典表示，阿扁先後在1月底、2月25日、28日最少3次跌
倒，左肩關節、屁股尾椎等多處地方受傷，已將X光片申請
出來，轉交給扁女婿趙建銘查看。他又指最近扁走路越來
越不穩， 「都要扶牆才能走，一個月跌倒兩次，感覺病
情持續惡化。」

▲核四預計將於2015年投入商業營運 資料圖片

扁病情惡化傳言多
醫院慘變政治戰場

【本報訊】據中通社一日報道︰繼去年9月實施
全島防護射擊後，台灣駐南沙太平島守軍計劃在4月
9日至11日期間，再次實施全島實彈射擊。東沙島則
計劃在今年5月中旬進行實彈射擊。相關官員指出，
台灣在南沙太平島及東沙島長期駐有官兵，島上的
實彈射擊已制度化，以每季實施一次為原則。

此外，為強化青年學子對南海情勢及戰略的認
知，軍方今年續辦 「南沙研習營」，錄取4所學校、
共計40位師生，分兩梯次搭乘軍艦前往南沙。課程
規劃方面將以南海歷史考證、海洋法制研習、戰略
情勢研究及海洋生態體驗為教育主軸，今年並新增
登島郵寄明信片等宣示主權活動，引領青年學子關
心國家事務。

太平島去年9月4日實施全島防護射擊，林郁方
等朝野立委當天在屏東搭乘軍用運輸機專程飛往太
平島，視察島上實彈射擊演訓，來回航程長達3200

公里。
由於越南在緊鄰太平島僅20公里的鴻庥島駐有

重兵，島上還配有射程達16至20多公里的火炮，射
程足可涵蓋太平島；台方在去年夏天增加部署的口
徑40公厘防空炮及120公厘迫擊炮，最大射程分別為
10公里及6.1公里，雖可將台方掌握的中洲島礁納入
火力射程範圍，但火力仍相對較弱。朝野立委登島
了解防務後，一致認為應再加強太平島人力及裝備
戰力，以確保安全。

台媒1日引述官員透露，海巡署南沙指揮部已計
劃在4月9日至11日期間，實施 「防衛火炮及武器實
彈射擊」，射擊地點與去年9月相同，都是由島區周
邊陣地以及太平靶場往環島海域射擊。射擊項目仍
以傳統火炮及輕兵器為主，包括120迫擊炮、81迫擊
炮、20機炮、40公厘炮、40榴彈槍、T75班用機槍、
65K2步槍及90手槍等。

駐太平島台軍下月實彈射擊

◀江宜樺1日在 「
立法院」 就 「核
四公投」 問題接
受立委質詢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