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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經
濟交流中心理事
長曾培炎最近應
台灣 「兩岸共同
市場基金會」榮
譽董事長蕭萬長

之邀，率團赴台參加 「兩岸企業家峰會
」。曾培炎曾任國務院副總理，而蕭萬
長也曾任台灣地區副領導人，兩人均擁
有主管經濟工作的豐富經驗，在業界頗
具聲望，如今雖已卸任，卻又不約而同
地致力推進兩岸產業交流，因此成為兩
岸產業合作對談的最佳領軍人物。

值得關注的是，隨同曾培炎訪台的
都是大陸經貿領域的重要人士，包括中
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秘書長魏建國、博
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周文重、中石化集團
董事長傅成玉、東風汽車公司董事長徐
平、中遠集團董事長魏家福、中國銀行
行長李禮輝和華泰證券總裁周易，足現
大陸方面對兩岸產業合作的重視。這次
在台北舉行的 「兩岸企業家峰會」匯聚
了兩岸企業界舉足輕重的人物，有助於
建立民間高層次的經濟戰備對話機制，
預料將會掀起新一波的兩岸產業合作熱
潮。

這幾年 「產業合作」在兩岸經貿交
流領域是一個熱門詞彙。其實，自30年
前大陸進行改革開放後，台商帶海外
訂單登陸投資設廠，大陸制訂各種優惠
措施吸引台資，兩岸當時就已展開某種
程度的產業合作了。直到近年兩岸關係
出現前所未有的融洽局面，兩岸產業界
人士及相關部門才得以正式把產業合作
議題提升至政府參與和推動的層級︰
2011年兩岸在ECFA框架下成立了產業合
作工作小組，並建立了兩岸產業合作論
壇；2012年 「兩岸企業家紫金山峰會」
也設立了產業合作小組。可見，兩岸產
業合作已走向機制化。

兩岸產業合作的範圍相當廣泛，除
了投資設廠或進行貿易，還可以開展相
互持股、合作制定產業標準和共創品牌
進軍國際。當前兩岸經濟都面臨國際競
爭激烈，貿易與投資保護主義增加等問
題，如此更需要兩岸產業攜手合作，共
渡難關。兩岸企業合作也是各自主觀需
求使然。這幾年兩岸都處於產業結構轉
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努力實現由代工模
式走向創立品牌。兩岸企業雖然也是競
爭對手，但倘若能進行優勢互補，則一

加一的效應大於二，可把產業做大做強，甚至躋身國
際名牌行列。正如一些台商所說，那種單打獨鬥的時
代已經過去，兩岸是該抱團出發了。

兩岸相關部門已為兩岸企業合作搭建了平台和橋
樑，但關鍵還在於兩岸企業家會付諸行動。正如曾培
炎這次訪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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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瀾瀾觀觀
隔海陸銀將啟動台幣兌換

核四公投預定年底投票

年均20億額度料供不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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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貨幣清算機制正式啟動，繼2月6日人民幣業務在台灣各家銀行推出後，新台幣
也即將全面在大陸展開兌換業務，包括指定清算行台灣銀行上海分行在內，10幾家大陸
、台資銀行可望於3月中下旬實現臨櫃兌換新台幣。

【本報訊】據中通社引述台媒報道，北京外匯管
理局近日已核發各銀行與清算行間的 「參加行協議」
，新台幣臨櫃現鈔兌換業務預料最快2周內開跑。

在各家銀行中，以大陸的銀行對新台幣現兌業務
意願較高，據指出，各銀行與擔任清算行的台灣銀行
上海分行參加行協議，2月透過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報批
北京，近日北京外管局已核發通知，准許清算行與各
參加行間協議。春節前2500萬新台幣新鈔已運抵台灣
銀行上海分行，現在可謂 「萬事皆備只欠東風」。

知情人士表示，北京外管局可能最快2周內下發最
後一張關鍵命令，一旦批准新台幣臨櫃現鈔業務，台
灣銀行上海分行與各陸銀、台資銀行便可立即承做此
業務，等於在各家銀行只要民眾有兌換需求，都可拿
到新台幣。

另據中國銀行統計，僅上海地區對新台幣的需求
就相當驚人，截至去年8月底，中行上海分行淨兌出高
達10億元新台幣；業內人士估算，台灣銀行清算行準
備的2500萬新台幣根本不夠用。

據台灣 「央行」規定，目前擔任清算行的台灣銀

行上海分行每年淨兌換額度約20億元；北京外管局則
評估，未來仍有很大放寬空間，畢竟大陸幅員廣大。

「寶島債券」人幣計價
此外，台灣島內第1檔以人民幣計價之 「寶島債券

」，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拔得頭籌，已於3月5日正式
向櫃買中心申請上櫃，並預定3月12日掛牌買賣。

為紀念這歷史性的時刻，櫃買中心將於3月12日特
別舉辦 「寶島債券」上櫃掛牌典禮，並邀島內主要機
構投資人舉辦法人說明會。

由於首檔人民幣計價 「寶島債券」的問世為台灣
債券市場發展之重要里程碑，且商品設計之理念及優
勢，更是許多機構投資人矚目焦點，因此櫃買中心將
於該債券上櫃日舉辦上櫃掛牌典禮時，同時請發行人
（中國信託）向市場主要機構投資人進行介紹與說
明。

另外為因應人民幣計價國際債券時代來臨，並強
化債券發行資訊揭露之透明度，櫃買中心也預定於3月
8日、12日、14日及15日分別在新竹、台北、台中及高
雄舉辦 「債揭債利」宣導說明會中，特別增加人民幣
計價國際債券（即 「寶島債券」）的發行及櫃台買賣
制度之介紹，以利相關法人了解人民幣計價國際債券
的發行及上櫃流程。

【本報訊】據中通社七日報道︰攸關台灣電力公
司第四座核能發電廠（核四）能否續建的 「核四公投
」案主文7日出爐，主文為 「你是否同意核四廠停止
興建不得運轉」，將由國民黨立委李慶華領銜提案。
國民黨團估計，公投案預計最快4月中下旬排入台灣
「立法院」院會議程處理，年底實行投票。

國民黨主席馬英九6日在中常會表示，若核四停
建 「對台灣一定會有很嚴重的影響」，包括用電安全
、電價調整等，必須非常嚴肅面對；他並正式定調稱
，國民黨的努力方向就是要讓核四運轉。

國民黨 「核四公投」理由書羅列出島內反對及支
持核四廠的5大理由，其中反對理由包括核能不是最

安全的發電方式；核四廠未必是最廉價的發電方式；
核四廠施工與發包問題重重，民眾對政府監督把關機
制缺乏信任；台灣地震、風災多，一旦發生輻射外泄
難疏散；台灣不是一定需要核電而無其他替代發電方
案。支持理由則包括，核電是目前較經濟、無二氧化
碳排放的發電方式；達成非核家園需要時間，只有核
能才能在過渡期提供穩定電力；核四停建可能造成電
價飆漲與限電；電價上漲可能導致民眾生產毛額下降
、產業外移、失業率上升；核四若不運轉，老舊的核
一、核二及核三廠無法如期除役，可能有更大核安風
險。

「行政院」院會7日通過 「能源安全與非核家園

推動法」草案，提出逐步減少對核能依賴、最終達成
非核家園的願景，但由於核四廠是否停建、現有核電
廠可否延役等變數仍然存在，經濟部長張家祝表示，
建立非核家園沒有時間表。

逐步建成「非核家園」
張家祝表示，按照既有計劃，核四如果能夠順利

商轉的話，現有核電廠的發電機組預計2018年起，從
核一廠1號機開始除役，到2025年核三廠2號機除役完
畢，如果核四順利商轉，核能發電所佔的配比會從目
前的18.4%降低為6%到7%，對核電廠的依賴性會逐年
降低。

【本報訊】據中國時報七日報道，島內最近反核
聲勢高漲，逾半數人希望停建核四。中國時報最新調
查得知，有近6成的人認為台灣的核電廠都不安全，
68%的人認同以 「公投」決定核四的命運，62%的人
認同核四停建，21%堅持續建。而核四停建究竟是否
會引發電費上漲、限電風險，或衝擊經濟成長等爭論
，民眾看法相當分歧。

由旺旺中時民調中心完成的電話調查得知，島內
民眾對核能安全沒信心，充滿疑慮，有59%的人認為
目前台灣四座核電廠都不安全，覺得核電廠安全者合
計有9%。不過，有32%的人無法判斷。

以台電的說法，一旦核四停建，核一至核三廠除
役，電價至少漲4成，調查顯示，有45%的人認為電
價上漲勢所難免，33%的人覺得不會發生這種情況，
無法回答者有23%。

核四停建究竟是否會提高限電的風險呢？調查發
現，有44%的人認為會有限電可能，覺得只是恫嚇手
法者，不會發生限電者有41%，正反意見旗鼓相
當。

若假設核四停建會導致限電風險提高、電費上漲
或影響經濟，原本支持停建或未表態者中，有9%改
變態度轉而支持續建；堅決停建核四者佔76%。

馬定調要努力讓核四運轉

逾6成人支持停建核四

【本報訊】據中通社七日報道︰台灣女性能頂
半邊天，在購置不動產的行為上，也呈現出 「女力
崛起」的趨勢。據房屋中介業所做的一項調查，台
灣六大都會區男女購屋比率上，雙北市購屋者中女
性超過半數，台北市更接近七成；不過，這項比率
隨一路往南而下降，到了高雄市只剩下三成多，
也就是高雄市的男性購屋比超過六成，與台北市剛
好相反。

台灣房屋智庫6日發表的2013年六大都會區男
女購屋佔比調查顯示，北部小資女、職業婦女購屋
實力最堅強，其中台北市高踞68%居冠，其次是新
北市52%；往南則逐步遞減，桃園縣女性購屋比例
降到46%，台中、台南、高雄更一路由44%、42%
遞減至39%。

經濟獨立增購房意願
台灣房屋智庫執行長劉怡蓉說，女性追求經濟

時尚的方式很多，像是潮牌服飾、名牌配件等，但
是唯有購屋，不僅可以滿足女性的安全感，更兼具
財富保值的理財觀念；其中雙北市因為就業市場豐
富多元，經濟獨立自主讓女性對於買房更具行動力
，甚至超越男性，顯見女力崛起，女性購屋更
積極。

對現代女性購屋比重節節攀升，信義房屋公關
專案經理洪琬琪認為，除了名義登記，其中更有很
大比例是自己獨力買下，而 「安全」、 「舒適」、
「時尚優雅」更是粉領族購屋不可或缺三要素。近

幾年已有不少房屋預售案，專門以女性為訴求，紛
引進拓展身、心、靈助益的飯店式管理，與標榜24
小時不打烊的生活時尚會館。

至於女性最愛購屋區的調查結果，雙北市女性
購屋選擇時重視生活機能佳、交通便利及具有保值
增值的選項，重點在財富的累積及增值效應；桃園
、台中、台南、高雄等都會區，女性購屋則鍾情沿
商業圈發展。

洪琬琪表示，現代女性不管以後是否走入婚姻
，最好能擁有自己房子，進可攻，退可守，並可強
迫自己儲蓄。她以自身經驗指出，2003年SARS時
買下的台北市東區公寓，這幾年雖然多了房貸負擔
，但無形中已存下一筆資產。

台北女人當家 購房力超男性

【本報訊】據中通社七日報道︰ 「三八國
際婦女節」將近，台灣多個關注婦女健康組織
7日召開記者會，呼籲不同年齡的女性都要關
心自己的 「天生一對」。乳癌防治基金會引述
衛生部門統計指出，乳癌已成為威脅台灣女性
健康的頭號殺手，全台每年約新增9000名乳癌
患者，近2000人死於乳癌。

「許多女性缺乏警覺，雖然發現乳房表皮
有異狀，或是摸到硬塊，但還是不以為意」，
基金會董事長張金堅指出，晚婚、晚生或不生
，是台灣許多女性上班族的真實寫照，但這些

現象卻提高了乳癌罹患風險。

晚婚晚育增患癌風險
為何台灣乳癌發生率會逐年升高？張金堅

推估，這與女性晚婚、不育及晚生有關。研究
就顯示，未曾生育或30歲以後才生第一胎的女
性罹患乳癌風險增加兩倍。

張金堅又指出，初經較早（12歲前）或停
經較晚（52歲）的女性，罹患乳癌的風險比一
般人高出1.5倍。如有乳癌家族史者，罹癌風險
更是增加三倍多。

乳癌年殺2000台女

【本報訊】據中新社福州七日報道︰7日上午，台灣花
蓮縣發生地震，與台灣一水相連的福建沿海多地震感強烈
。地震發生不到5分鐘，網絡上已有多位福建民眾發言表示
感到震感，甚至有人 「跑下了樓」；也有不少民眾第一時
間表示對台灣同胞的關切之情： 「祝福台灣同胞」。

據中國地震台網測定，3月7日11時36分台灣花蓮縣（
北緯24.3度，東經121.5度）發生5.7級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
。與台灣隔海相望的福建沿海多地有明顯震感。

在福清市工作的楊倩女士向記者介紹說，當時正在位
於4樓的辦公室辦公，突然感到桌椅晃動，整個過程持續數
秒。隨即，她登陸新浪微博查詢發現，已有多位福建網友
表示有震感，並詢問是否是台灣發生地震。

「廈門小魚網」等知名本土論壇上，亦有不少網友紛
紛表示，福州、泉州、廈門都有震感。

花蓮5.7級地震 福建有感

【本報訊】據台媒七日報道︰台灣實踐大學張姓副教
授與其台商丈夫浮屍命案取得重要進展，涉案咖啡店女店
長坦承下藥。7日下午台北士林地方法院裁定，女店長收押
禁見，另外三名被告交保候傳，並限制出境、出海。台辦
案人員形容涉案咖啡店為財殺客行徑，猶如電影 「龍門客
棧」。

陳進福和張翠萍夫婦於2月16日失蹤後陳屍新北市八里
淡水河，檢警解剖發現兩人是死後落水且有刀傷，查出 「
媽媽嘴」咖啡店老闆呂炳宏、店長謝依涵涉嫌迷昏洗劫殺
害兩人。

檢方調查發現，陳姓夫婦常到 「媽媽嘴」咖啡店消費
，結識女店長謝依涵，陳有意認謝當乾女兒。呂炳宏因資
金周轉不靈，透過謝依涵得知陳姓夫婦剛在日本賣房，家
境富裕，2月16日晚間夥同謝依涵及其友人計劃犯案。

當晚謝依涵邀陳姓夫妻到店內喝咖啡，藉故騙兩人上
車，由呂等人持水果刀逼迫交出包內的存摺、提款卡及提
款密碼；兩人拒絕後遭持刀刺殺，失血過多致死。

呂炳宏等人犯案後曾藏屍，並在2月25日、3月1日先後
把陳姓夫妻棄屍河畔，讓謝依涵報案佯稱發現無名屍；還
在案發後持死者提款卡、印章到銀行提款，但因帳號密碼
不對提款失敗。

咖啡店老闆涉劫殺熟客

▲台灣已成為大陸居民外遊的主要選擇之一，
預計大陸的新台幣兌換業務將大幅增加

資料圖片

▲模特兒在台北展示三星最新推出的 「櫻花粉」 女性智能機，搶佔婦女節商機 中新社

▲島內社會團體7日在台北舉行記者會，呼籲民眾
為愛站出來，加入廢核大遊行 中央社

高雄醫
學大學附設
醫院研發 「
行動嬰兒沐
浴車」，方
便新手媽媽
在病房為嬰
兒洗澡、換
衣、量體重
一次搞定，
打造母嬰親
善環境，院
方 7 日 示 範
這項貼心設
計。

媽媽好幫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