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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在 北 京
召開的全國政
協十二屆一次
會議和全國人
大十二屆一次
會議，是大陸

一年一度的政治盛事。今年兩會時逢換
屆，將產生新一屆國家領導人，因而格
外受到各方關注。海峽對岸的台灣各大
媒體也派出採訪組赴京，為島內民眾獻
上第一手的兩會消息。新一屆國家機構
領導人員產生、大陸政經前景、涉台人
事調整及對台政策、大部制改革、兩會
「簡約」新風都是台媒報道的焦點。

不少大陸媒體和港澳媒體在兩會開
幕前就已進行了 「前瞻」報道，為兩會
「預熱」。台媒對兩會的關注和重視程

度絲毫不亞於大陸和港澳同行。政協開
幕前幾天，島內主流大報之一《聯合報
》在 「兩岸」版頭條接連刊出前瞻兩會
的新聞分析。《中國時報》2日在 「焦點
新聞」版推的頭條報道對大陸新領導層
人事表達關注。《旺報》連日推出多個
「大陸兩會特別報道」專版，分析大陸

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對台政策是否出現
新變化。5日人大開幕，國務院總理溫家
寶發表政府工作報告，台媒報道重點也
轉向大陸的經濟建設。《工商時報》指
出，大陸今年在財政預算赤字、投資方
面採取 「雙擴大」，顯示了大陸將以更
有力的政策，推動經濟發展。《聯合報
》報道，即將接任總理的李克強早前強
調，為什麼今年大陸的經濟增長目標定
在7.5%，而非以前的 「保8」，是因為希
望今後的經濟增長是實在的、有效果的
、沒有水分的。

島內多數台媒連日來對兩會的報道
都是持客觀的立場和正面的態度，由此
反映了近年兩岸關係改善，台灣輿論對
大陸事務的看法也漸漸回歸理性，關於

大陸的報道也不局限於天災人禍的負面新聞，而是更
多地關注大陸的經濟和政治建設。去年有民調顯示，
島內近7成人認為大陸的變化牽動台灣經濟發展。隨
台灣關注大陸發展的人越來越多，媒體也投其所好，
對兩會這樣的大陸政治大事，均放在顯著位置。

自2008年5月國民黨在島內重新執政後，兩岸在 「
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石上恢復了事務性協商，簽署了
包括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在內的18項協議，使兩岸經貿
關係更為緊密。去年兩岸經貿易額已接近1700億美元
。如今兩岸間數百種貨物享受零關稅優惠，兩岸貨幣
清算機制春節前正式啟動，兩岸今年將進一步互相開
放資本市場，這一系列舉措對台灣的經濟發展將產生
舉足輕重的影響。

大陸兩會期間所發布的政府工作報告，除
了回顧過去的成就，更提出未來發展的目標
以及兩岸關係發展方向。可見，兩會不僅牽
動大陸人民的生活，也事關台灣民眾的福
祉。

台媒熱議大陸兩會

台灣人幣存款首月破百億

希望擴大兩岸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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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與政治協商會議（
兩會）日前相繼揭幕，國務院總理溫家寶5日在人
大揭幕式上發表了政府工作報告。由於本次會議
將全面改選中央領導層，並提出新的政策運作方
針，台灣輿論對於這一 「新人新政」 局面寄予深
切期盼，希望啟動兩岸關係新一波發展。

瀾瀾觀觀
隔海

【本報訊】綜合中新社及中通社六日報道︰全國政協十二
屆一次會議、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正在北京繼續舉行，台
灣媒體持續關注並紛紛發表評論。

盼新舊政策「無縫接軌」
台灣《工商時報》6日發表社論稱，本次兩會可望啟動兩

岸關係的新一波發展，對此，該報寄予深切期盼。這篇題為《
大陸兩會啟動兩岸關係新一波發展》的社論指出，在大陸政府
領導層 「新老交替」的此刻，我們對兩岸關係發展的期待，首
先是希望新舊政策能 「無縫接軌」，盼望大陸新一屆領導層，
把既已推動的兩岸協商交流項目，繼續大力貫徹落實，並追求
成果圓滿。其次，期盼大陸新一屆政府領導層，把 「擴大兩岸
共同利益」列為對台工作的最高目標。此外，下一階段的兩岸
關係雖將是 「全面發展」，但仍應循序漸進及按部就班。

《旺報》刊發短評，題為《對話融和，兩岸關係主旋律》
。短評分析認為，大陸對台政策已定調為 「對話」與 「融和」
，大陸對台政策是有目標、有組織、有步驟的，在邁向政治協
商之前先要照顧台灣民眾的全面利益，增進民族認同，融洽同
胞感情，透過各階層的對話，取得共識。

《中央日報網路報》發表社評認為，中共未來5年對台政
策即是 「深化交流合作，鞏固和平發展」，非常契合當前兩岸
關係發展之需要，期待兩岸共同努力來達成。該社評還認為，
兩岸透過密切的交流合作，讓雙方人民能看清和平發展的重要
性，理性選擇兩岸未來發展路線，任何政治口號都無法撼動兩
岸和平發展的大趨勢。

「85字」論述歷年最簡潔
《聯合報》6日刊文指出，溫家寶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

對台部分是近五年來字數最少的一次，只有80多字。這一方面
顯示兩岸關係進展良好，一方面也肯定大陸涉台部門的對台工
作成績。台灣《經濟日報》亦注意到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涉台部
分僅85字，內容堪稱歷年來最為簡潔。該報援引淡江大學中國
大陸研究所所長張五岳的看法指出，只有85字的兩岸關係，其
實不需要太過意外，大陸對台工作的基調目前很清楚，會延續
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中的方針；同時，今年1月大陸召開中央
對台工作會議時，也定下對台工作的主軸，因此不需要特別在
政府工作報告中墨太多。

除了關注涉台政策及表述，台灣媒體還就人事、預算、大
部制改革、 「簡約」新風等兩會議題做了大量報道。

【本報訊】據中通社六日報道︰據台灣銀行業最
新統計，到本周一（3月4日）為止，島內指定外匯銀
行（DBU）人民幣存款總額已突破人民幣100億元大
關。預估今年底可達人民幣600億元，甚至有機會突
破1000億元。

日均人幣存款7億
台灣島內銀行自2月6日開辦人民幣存款業務以來

，即將滿一個月，但還要扣除春節9天的連續假期，
總計銀行業只有14個營業日，吸收的存款就突破100
億元人民幣大關，平均每1個營業日約吸收7億元人民
幣，吸金能力驚人。

人民幣業務開辦初期，為搶得市場先機及衝刺人
民幣存款開戶數，包括第一銀行、中信銀行和永豐銀
行等紛紛推出1年期定存牌告利率超過2%，甚至高達
2.38%的超高利率。

一銀表示，高利率策略的確達到預期的目標，到
3月4日為止，該行DBU人民幣存款餘額已經超過15億

元，穩坐指定外匯銀行人民幣存款龍頭寶座。民營銀
行，如永豐銀、中信銀，也有人民幣逾10億元的佳績。

台灣金融業者表示，香港開放人民幣存款後，
2004年到2009年的5年時間才累積到人民幣600億元的
資金規模，如今島內外匯銀行（DBU）預料年底前
就能達陣（600億元），甚至有機會突破1000億元。

另外，為方便兩岸民眾匯款，台金管會5日表示
，財金資訊公司正與大陸中國銀行研商，希望在7月
合作建立 「大中華區跨境中文匯款平台」，以後民眾
用 「中文」就能填匯款單，不用擔心英文拼音拼錯被
退件。

不過，台灣用繁體中文、大陸用簡體中文，兩岸
字體差異不小。金管會銀行局副局長邱淑貞表示，財
金公司正與中國銀行研議，希望能建立一套雙方都能
接受的填寫標準。

邱淑貞表示，跨境中文匯款平台建立後，應能提
升兩岸間匯款效率及便利性，還可降低民眾通匯成本
負擔；但會降低多少，則要看銀行訂出的收費標準。

料年底達千億 吸金速度勝香港

【本報訊】據中通社六日報道︰國際重量級郵輪
業者看好兩岸直航市場潛力商機，紛紛赴台練兵，全
球最大郵輪公司皇家加勒比5日表示將加碼台灣
航程，歐洲知名品牌 「歌詩達」、 「英國公主」，今
年更首度停靠台灣攬客，3大郵輪業者皆集中在5、6月
開航，5航次共釋出上萬名額，將掀起郵輪旅遊市場大
戰。

台媒報道，目前唯一以基隆港為母港的郵輪麗星
，今年也將增班，麗星表示，台灣郵輪市場近年來都
維持5%到10%的增長幅度，載客率居高不下，加上台
當局擬推動國際郵輪直駛兩岸，商機可觀，今年該公
司台灣總航班將達90餘班，年增15%。

皇家加勒比旗下海洋航行者號約14萬噸，約可容
納3800位旅客，號稱全球第3大，去年由山富旅行社包
下，率先推出台灣出發行程，首次載客率就達85%，

今年山富更加碼在5月中旬一連推出2航班，並與東南
旅行社聯手銷售。

歌詩達郵輪大西洋號今年首度赴台，8.6萬噸、
1000多個房間約可承載2680位旅客，由百威旅行社包
船，和鳳凰旅行社共同銷售，一次推出2航班，超過
5000個名額，從基隆出發到日本鹿兒島、韓國釜山等
，6天5夜最便宜3萬元有找。

公主郵輪太陽公主號今年也是首度赴台，7.7萬噸
可容納千餘名旅客，由雄獅旅行社代理。

業者表示，郵輪旅遊在歐美十分盛行，國際郵輪
公司過去也以經營歐美市場為主，但近年因歐美不景
氣，國際郵輪紛轉向亞洲布局。不過，由於台灣市場
相對小，除麗星外，國際郵輪目前都沒有將台灣納入
定期航程中，如今大舉來台，多半眼在未來國際郵
輪可直駛兩岸的商機。

看好兩岸直航 國際郵輪加碼台灣

【本報訊】據中通社六日報道︰台灣房屋地產集
團5日宣布與中國大陸最大房地產中介集團 「偉業我
愛我家」簽訂企業聯盟合作協議書，2家集團兩岸店
數合計達1500家，明年將合推加盟品牌、搶攻市場，
屆時店數可望大爆發、衝上3000家，成為大陸最大房
地產中介集團。

據悉， 「偉業我愛我家」已在位於桃園的台灣房
屋總部設立駐台辦公室，預計本月中下旬從大陸派人

來台受訓、考察、交流，並計劃在台招募人才；另一
方面，台灣房屋4月將在北京設立總部。

台灣房屋地產集團首席總經理彭培業表示，雙方
合作為兩岸首次最大不動產服務業合作案，將建立兩
岸最大房屋中介服務平台。

雙方簽訂企業聯盟合作協議書後，隨即將在兩岸
互設總部、共同兩岸展店、品牌聯合服務、高層主管互
派等項目合作，相信在通路、服務、品牌、技術上全

面深入合作下，將是「資源共享、優勢互惠」的格局。
兩方合作結盟後，第一階段將成立 「兩岸房市通

」官網服務台商和大陸高端客戶、商務人士，明年起
將進入第2階段，合推加盟品牌，屆時雙方兩岸店數
將從目前的1,500家暴增至3000家，成為大陸最大的
中介集團。

未來拓點將以沿海1、2線城市和周邊衛星城市，
以及內陸為主要據點。

「偉業我愛我家」集團總裁杜勇表示，中介市場
不是只有本土市場，未來將走向世界，台灣房屋近幾
年成長快速，結合科技讓管理效能更佳，本身服務態
度也值得學習，加上台灣房屋加盟展店能力佳，因此
選擇與台灣房屋進行聯盟合作。

兩岸地產中介結盟進軍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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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通社六日報道︰在藍綠勢均力敵的台灣
政壇上，剛加入國民黨的江宜樺在接手行政團隊首長之後打
出一記好球，藉 「核四公投」的議題化被動為主動，牢牢控
制施政的主導權和話語權，甚至讓民進黨內的蘇貞昌與蔡英
文的分歧有深化的跡象。而被視為藍軍政治新星的朱立倫，
5日也拋出 「不在籍投票」的議題 「助攻」，獲得馬英九、
王金平、江宜樺等藍營主力出言力挺，綠營6日卻有多人怒
斥藍軍此舉是 「政治奧步（台語：下三濫手段）」，質疑藍
軍借 「核四」推不在籍投票，是為2014及2016的選舉鋪路。

不在籍投票，是選民在投票日因故無法親往戶籍地投開
票所行使投票權，而事先向選務機關申請改以其他地點或方
式投票。台灣目前並無完整的不在籍投票制度，僅在相關的
選舉罷免法中，針對選務人員設有 「移轉投票」的制度。《
聯合報》5日指出， 「不在籍投票也許可以沖高公投投票率
，但是卻為日後大選埋下變數，綠營一時之間舉棋不定，這
次算盤藍營打得精」。

藍倡不在籍投票
綠措手不及急叫罵

【本報訊】據中通社六日報道︰鑒於今春雨量不如預期
，台灣水利署6日中午宣布，3月15日起將啟動石門水庫供水
區第一階段限水措施，桃園縣和新北市林口區每天晚上11點
到清晨5點降低水壓供水。不過，由於大多數民眾夜間用水
量較少，或住家可能都有水塔，所以不會有明顯感覺。

台灣水利署表示，去年11月汛期結束時，北部水庫進帳
滿滿，但供應桃園縣、新北市林口、板橋及新莊地區用水的
石門水庫容量有限，今年元月進水量只有往年同期的一半，
2月更只有十分之一，水利署已於2月18日調整桃園縣、新北
市林口及板新地區的水情預警，由代表正常的藍燈調為代表
稍緊的綠燈。目前當地供水採取總量管控，每天供應的用水
量減少30萬噸，並請自來水公司從翡翠水庫和三峽調度用水。

冬春雨水少 新北將限水

【本報訊】據中通社六日報道︰在福建廈門市警方眼中
，39歲的台灣男子宋毅夫是個經營藝術品中心、養殖鮑魚的
「老實台商」，直到今年1月份收到由公安部轉來台灣刑事

局的協查通報，才知道 「老實台商」的真身竟是台灣警方苦
追多年的 「詐騙天王」，涉嫌全台逾60%的電話詐騙案，已
騙取上億元（新台幣，下同）贓款，同時又涉多宗暴力罪行。

負責宋毅夫案件的台灣刑事局偵七隊5日透露，宋毅夫
為首的愛情詐騙集團在台灣中北部活躍多時，在大陸警方上
月底將身在廈門的宋男抓獲後，台灣警方同時採取行動，兵
分16路在台北、新北、台中等地，查獲16名男女嫌犯，當中
包括天道盟分子。同時查扣帳冊、被害人名冊、詐騙劇本、
大陸手機等證物。初步點算被騙者超過百人，共涉過億元贓
款，其中一名余姓商人甚至被騙1600多萬元。

大陸公安部表示，宋男集團自2011年4月份開始以廈門
為基地，據兩岸警方核查，自此以後在台灣發生的類似 「愛
情騙案」，竟有高達60%是由宋男集團所操縱。

台灣刑事局透露，宋男的行騙集團雖在兩岸跨海進行，
但集團內部分工細緻。宋男先在大陸招聘一批聲音甜美的女
話務員，透過 「猜猜我是誰」的老橋段跨海結識單身台灣男
子，待約得受騙男子見面後，再由台灣的女成員以同一身份
出面約見，不少單身男子以為飛來桃花運，卻未知竟是一個
桃花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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