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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島內
最新民調顯示
，超過六成人
支持停建第四
核電廠。如此
看來， 「擁核

」的國民黨政府宣布通過 「公投」解決
「核四」爭議，豈不是 「搬起石頭砸自

己的腳」？其實恰恰相反，國民黨正因
為知道島內民間反核聲浪浩大，與其被
「反核」的民進黨牽鼻子走，倒不如

化被動為主動，樹立超越政治惡鬥的中
立形象，避免成為眾矢之的。

兵家布陣強調 「出奇制勝」，即 「
兵無常勢，水無常形」， 「能因固變化
而取勝者，謂之神」。馬政府在最近新
一輪的 「核戰」中勇於打破自己的傳統
思維，不按牌理出牌，讓 「反核」的民
進黨措手不及。一直以來，國民黨 「擁
核」，民進黨 「反核」，兩黨立場涇渭
分明。多年來島內的 「反核」聲音不過
是 「涓涓細流」，不成氣候，但2011年
日本發生核泄漏危機，福島核災區滿目
瘡痍，為 「反核」主張寫下了活生生的
註腳。自此台灣的 「反核」細流終於匯
聚成海，聲勢日益浩大。俗話說 「民氣
可用」，民進黨春節前已下戰帖，要發
動停建第四核電廠的 「核四公投」。民
進黨盤算國民黨必會因為擔心 「公投」
通過導致 「擁核」政策受挫而不敢接招
應戰，屆時便可給馬政府扣上 「獨裁專
制」、 「違背民意」的帽子。

然而，上月春節甫過 「行政院長」
江宜樺突然宣布今年將舉行 「核四公投
」，更立下 「軍令狀」：核四若停建，
辭職下台。島內有輿論指出，台灣過去
6次 「公投」皆因投票率不過半而流產
，質疑馬政府是在 「作秀」。但國民黨
方面隨即又推出 「不在籍投票」，以提
高投票率。馬政府有章有節地推動 「核
四公投」，成功主導議題，頓時讓民進
黨失去大作文章的機會。

這次馬政府作出 「公投」決定，據說是集體決
策，但執行者是 「行政院」，而江宜樺作為 「閣揆
」，更是首當其衝站在 「核戰」最前線。他不愧是
「太極高手」，一招 「借力打力」使得出神入化，

讓原本提出 「核四公投」的民進黨淪為 「配角」。
以往 「新閣」上路難免會磕磕碰碰，但江 「內閣」
首次出手即乾淨利落，讓人刮目相看。藍營地方首
長也從側面配合 「中央政府」的政策。新北市長朱
立倫提出修法推動 「不在籍投票」，顯示國民黨
推動 「公投」並非兒戲。

江宜樺和朱立倫都是國民黨中生代出類
拔萃者，在最近與民進黨的攻防戰中頻出
奇招，屢獲讚賞，奠定了二人在國民
黨內的接班地位。

瀾瀾觀觀
隔海台媒關注習近平時代

陸委會盼兩岸續創雙贏

旱情持續 全台實施限水

【本報訊】綜合中新社及中央社十六日報道︰對
於習近平當選國家主席及國家軍委主席，台灣陸委會
14日晚間發布新聞稿表達祝賀，並期許兩岸仍將依循
「九二共識」的既定立場，繼續秉持 「擱置爭議、共

創雙贏」的原則，持續深化互信，以追求和平穩定、
互利雙贏的兩岸關係。

陸委會表示，期許雙方珍惜兩岸良性互動與交流
所積累的豐碩成果，共同為兩岸人民幸福努力。台灣
方面將優先推動維護兩岸人民權益及促進台海和平的
大陸政策，包括在交流面、法制面的深化與調整，以
及推動兩會互設辦事機構，進一步服務國人。

審慎因應大陸人事
《中國時報》報道指出，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幾近全票當選國家主席、國家軍委主席， 「習時代」
正式拉開帷幕。

《旺報》發表題為《習近平的時代，習近平的承
擔》的社評指出，大陸的歷史又翻了新頁，習近平當
選國家主席，順利接掌黨政軍3個最高職務，「習近平
時代」正式開場，讓大陸民眾、海外華人充滿期待。

社評認為，習近平推動新政的基本思路是 「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情勢雖然嚴峻，
人心民氣卻是可用的，我們期待一個穩健崛起，開放
多元，日新又新的新中共、新中國，更願為這個目標
共同努力奮鬥。

《聯合報》刊文指出，習近平以近百分之百的得
票率，當選國家主席與國家軍委主席，正式以黨政軍
「三位一體」最高領導人全面接班。

聯合報還刊發評論文章指出，對岸人事已非，台

灣要加緊腳步。文章指出，兩會近尾聲，重要人事也
已底定，我們更關心這些對兩岸未來走向的影響。雖
然大陸方面一再強調， 「兩岸和平發展」不變，但同
樣的政策，會因不同的領導及不同的時期，而有不同
的作法，不能不審慎因應。

習李面臨重重挑戰
《經濟日報》報道指出，大陸 「習李時代」拉開

序幕，但也面臨經濟上的挑戰重重。全球關注大陸新
領導人多聚焦在經濟方面穩成長、城鎮化和深化改革
等議題。為達成政府工作報告默認的經濟目標，大陸
當局面臨的挑戰，有待突破。

《工商時報》報道指出，接大陸國家主席， 「習
近平時代」來臨。習近平上任後，他與李克強的 「習
李體制」如何繼續保持經濟穩定成長，且在2020年任
內，更要完成打造成小康社會的艱巨任務，及取得國
際政治、外交及經濟上的地位平衡。 「習近平時代」
的來臨，意味他開始面臨重大議題的挑戰。

中央社發表特稿指出，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
興」已成為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口頭禪。這位最知
台的大陸國家主席，想用 「中國夢」與 「民族偉大復
興」讓台灣民眾有共鳴。這位集黨、政、軍三權一體
的大陸領導人，如何在圓 「中國夢」過程中與鄰為善
，將決定大陸在世界站多高。

習近平14日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台灣媒體熱切關注 「習近平時代」 到來。
台灣陸委會也對習近平成為大陸第5代領導
人表達祝賀和期許。

【本報訊】據中通社引述台灣媒體報道，渣打集
團執行董事暨亞洲區行政總裁白承睿14日在台北表示
，截至13日，台灣外匯指定銀行（DBU）已有150億
元人民幣存款，增長速度比香港、新加坡還快， 「預
估年底可超過1000億」。

料年底超過1000億
白承睿14日在台北出席一場由渣打銀行所舉辦的

「台灣經濟高峰會2013」會上表示，令他意外的是，台
灣對於人民幣接受程度比香港、新加坡還高。以產業
來說，兩岸有大量的貿易行為，大陸又是台灣最大的
投資地。此外，大陸已取代日本，成為台灣最主要的
觀光客來源，這些優勢能幫助台灣快速累積人民幣。

針對台灣的銀行用高利率搶人民幣存款，白承睿
認為，這代表大家很期待未來有進一步的開放。而且

，台灣企業對大陸投資金額龐大，有將人民幣匯到大
陸的需求，這個動力比香港和新加坡還強，支撐台灣
的銀行用高利來吸收存款。

推動兩岸貨幣互換
另據中央社報道，台灣 「中央銀行」15日證實，

為確保台灣地區人民幣的流動性，已經與中國大陸人
民銀行初步協商簽署兩岸貨幣互換協議（SWAP），
並列入未來合作議題。

台 「央行」總裁彭淮南下周將赴 「立法院」財政
委員會，在 「中央銀行業務報告」中，明確記載了兩
岸協商簽署兩岸貨幣互換協議。

台 「央行」的說法，呼應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13
日在第12屆全國人大1次會議中表示，如果有必要，
兩岸可以商談 「貨幣互換協議」的說法。

台 「央行」官員表示，SWAP一旦簽署，人民銀
行將提供一定額度的人民幣給中央銀行，當台灣金融
市場有人民幣流動性需求時， 「央行」可融通予各金
融機構，解決人民幣流動性不足的問題。

台灣人幣存款增長超香港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五日報道︰由於冬春少雨
，台灣各地缺水情況越來越明顯，繼新北市林口和桃
園縣15日起實施夜間減壓供水之後，高雄市從22日起
也實施限水；另外，新竹、台南和嘉義地區的水情燈
號也從代表正常的藍燈轉為吃緊的綠燈。台灣水利署
15日表示，將等待時機啟動人工增雨，增加集水區的
降雨量。

準備啟動人工降雨
水利部門原本期待春雨能夠 「餵飽」全台各水庫

，但至今效果有限。台灣水利署表示，目前全台只有
大台北地區供水量狀況良好，翡翠水庫蓄水率86%，
台北市到5月底前，用水不成問題；但是在桃園和新
北市林口區，由於石門水庫目前蓄水率只有55%，供
水情況吃緊，15日開始實施夜間減壓供水，雖然一般

民眾感受不到，但是位於管線末端、高地和大用水戶
，會明顯受到影響。

而高雄地區沒有水庫，水源來自高屏溪，入冬以
來溪流量不到歷年同期的一半，旗山溪的水量也只有
歷年的40%。台灣水利署15日決定，一周之後、即22
日高雄市也將實施夜間減壓供水。

另外，嘉義雖有蘭潭、仁義潭水庫，但嘉義每天
從台南取水9萬公噸，台南水情也吃緊；南區水資源
局表示，南部各縣市中，只有屏東水情仍維持正常的
藍燈。

根據台灣氣象局預報，在梅雨季前降雨都可能
偏少，未來水情仍不樂觀，甚至可能影響農業用水
；台灣水利署表示，已經和軍方研商，未來只要時
機合宜，就會啟動人工增雨作業，以增加集水區的
降雨量。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
六日報道︰馬英九長女馬唯
中的婚事和夫婿蔡沛然身份
近日佔據新聞版面，據台灣
時尚圈人士證實，李登輝孫
女李坤儀（見圖）也傳出戀
情，與任職凱渥模特香港分
公司總經理趙贊凱秘戀超過
1年。

台媒報道，31歲的李坤
儀是遺腹女，父親李憲文在
她還未出世即因鼻咽癌過世
，李登輝非常疼她，不但將
豪宅過戶給她，也為她戒煙
酒，更為她的婚姻大事掛心。

李登輝曾透露，這輩子最大願望是牽李坤儀的手走
進禮堂，開出孫女的徵婚條件，對方身高要180公分以上
、一定是台灣人。35歲的趙贊凱是嘉義人，從商的父母親
已退休，有一位姐姐。趙贊凱在意大利Istituto Marangoni
取得服裝經營管理碩士學位，而李坤儀在米蘭讀精品管理
研究所，2人的留學背景相似是拉近彼此的原因。

台媒引時尚圈人士證實，李、趙秘戀超過1年，趙贊
凱雖派駐香港，但每月都會回台北與李坤儀相聚，還曾被
人目擊2人到凱渥相關企業LUHONG挑選飾品；友人形容
他，帥氣又體貼、工作能力強，很受歡迎。

趙贊凱對於戀情曝光非常低調，他在電話中回應媒體
說，2人認識很久了，大約有6、7年，但沒有在一起，也
不常回台灣；不過，據知悉內情人士說，趙贊凱不敢承認
這段戀情，主要考慮李坤儀的特殊家庭背景，也怕戀情見
光死，所以才不敢承認秘戀。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五日報道︰台灣外事部門
15日下午宣布，馬英九將前往梵蒂岡，參加新任教皇
方濟各的就職彌撒。台媒形容，這次旋風出訪行程事
先保密到家，出訪人數也不多，行程4天。馬英九此
行代號 「慶誼」，成員除馬英九夫婦外，還包括台灣
「國安會」秘書長袁健生、「外交部」次長史亞平等。

目前預定馬英九一行人將在3月17日星期天搭乘

晚間11點20分的專機前往羅馬，預計18日到達，休息
1天之後，19日上午出席教皇就職彌撒；儀式結束後
，也不多做停留，當天晚上10點30分就搭乘專機回程
，預計3月20日抵達台灣。

在新教皇誕生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14
日表示祝賀，並希望羅馬教廷在新教皇領導下，採
取靈活務實態度，與中方相向而行，以實際行動為

雙方改善關係創造有利條件。她還表示，中方希望
與梵蒂岡合作以改善關係，但同時也要求梵蒂岡與
台灣斷交，以及不要干涉中國內政。

台灣方面在本篤十六世請辭後，即手規劃馬英
九出訪。據台媒報道，台灣向意大利確保不會藉機有
政治動作，而意大利也保證馬英九抵達羅馬時一定會
享有禮遇。14日樞機團選出新教皇，府方立刻在一大
早秘密通知隨行的維安和隨扈備好護照，確定周日出
發。在此之前，馬英九的前任陳水扁，曾在2005年到
梵蒂岡出席前教皇若望保祿二世的殯葬彌撒。

【本報訊】據中新社福州十五日消息︰由台灣方
面推出的 「大陸赴台旅遊團購物限制」、 「強制住星
級旅館」等提升大陸遊客赴台旅遊質量的措施，據報
道將從4月起試行、5月正式實施。對此，福建旅遊業
者紛紛表示，旅遊新產品的出現和不同階梯價將成為
赴台遊的新轉變，赴台遊市場將更為健康、有序。

大陸開放赴台遊四年來，隨大陸遊客赴台持續
增加， 「台灣遊」市場存在的問題日益顯現。台旅會
駐北京辦事處主任楊瑞宗日前在接受採訪時曾表示，
「赴台遊存在的問題值得好好檢討和改進。」

作為赴台申請量位居大陸第一的福建，對此關注
度頗高。記者15日走訪福州多家旅行社，對於台灣對
陸客優質團的設限，多數福建業界人士表示歡迎。

福建省康輝國際旅行社在線旅遊中心總經理董山

靜告訴記者，遊客對旅遊的投訴，主要集中在服務方
面，即帶團購物增加消費、吃住達不到標準等問題。
此次台灣提出對優質團設限，便是立足於服務品質，
「感覺是比較專業的，有了品質的標準，就能保障消

費者權益，對業者自律也提供了依據，有利於業界的
良性競爭。」

董山靜表示，開放赴台遊的主要目的是進一步促
進兩岸交流，如何讓這樣的交流持續？這點至關重要。

福建另一家具備赴台遊資質的旅行社負責人同樣
表示，台方的新規，對於 「規範」的大陸旅行社來說
，利大於弊。 「我們的赴台遊向來嚴格控制購物點，
吃、住也都是選擇過硬的供應商，我們現在考慮的是
，如何設計出更加豐富的行程，以滿足各類遊客的需
求。」

馬周日赴梵賀教皇就職

台倡優質團 大陸業者叫好

傳李登輝孫女蜜運中
男友任職香港時裝界

【本報訊】據中央社新北市十五日報道︰台灣刑事局
15日宣布破獲林姓男子等人，涉嫌假冒香港賽馬協會以 「
假中獎、真詐財」手法詐騙案，到案2男、1女訊後移送法
辦。

刑事局偵9隊3組表示，40歲的林姓男子涉嫌與來自大
陸的共犯自去年初起，在台灣、大陸兩地假冒香港賽馬協
會名義，以 「假中獎、真詐財」手法詐騙美國、馬來西亞
及新加坡等地的華人。

偵9隊3組會同電信警察隊第三中隊、新竹市警方組成
專案小組，查出林嫌在大陸設立網路電話詐欺機房，第一
線大陸共犯以網路電話群發系統隨機撥打美國、馬來西亞
及新加坡電話，假冒香港 「宏璟集團」及 「信德科技公司
」等名義，誆稱舉辦公開抽獎活動騙取個資。

第二線大陸共犯則誆稱被害人中獎，如無法親至香港
領取獎品，可將獎品價值8折兌換現金，但得需先繳交保
證金；再由第三線在台林姓主嫌假冒香港賽馬協會財務人
員，誆稱被害人領獎需具有香港賽馬協會會員資格，可繳
交9016美元以加入臨時會員，先寄送空頭遠期支票騙取被
害人信任，再以投資等各項名目誘騙被害人匯款，等到支
票到期日再將聯絡電話停話，使被害人無法聯絡。

警方表示，被害人透過西聯匯款及速匯金等方式將錢
匯到台灣，最後交由詐騙集團會計的林姓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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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香港馬會職員
三人在台行騙被捕

▲金門今年以來降雨少，高粱酒主要釀造原料之
一小麥植株小，且部分枯黃 中央社

▲安利公司招待大陸行銷員到台灣旅遊，15日旅
遊團成員在台北河濱園舉行的水岸嘉年華活動，
感受台灣特色文創 中央社

▲台灣開辦人民幣存款業務，挑戰香港人民幣離
岸中心的地位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