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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壹
傳 媒 集 團 出
售 業 務 案 上
周 告 吹 。 這
筆 交 易 在 去
年 11 月 底 簽

約，台灣壹傳媒以175億元（新台幣，下
同）出售島內印刷及電視業務，買家包
括旺旺中時媒體集團總裁蔡衍明、台灣
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董事長辜仲諒、台
塑集團總裁王文淵、龍巖集團董事長李
世聰等人。根據買賣雙方協議，必須要
在3月27日、即上周三完成交易，但當天
買方出現變數，合約自動失效。

2001年5月黎智英不惜砸下巨資，大
舉進軍台灣傳媒界。儘管台灣《壹週刊
》和《蘋果日報》在台灣銷售狀況良好
，但壹電視的發展觸礁，在等待執照獲
批的漫長過程中，背負了數十億新台幣
的債務，吃掉了壹傳媒其他業務的盈利
，但最終仍無法在有線電視系統上架，
成為黎智英不得不撤離台灣的導火線。
而壹傳媒出售業務的過程也是一波三折
。根據島內 「媒金分離」的規定，擁有
金融業務的辜家在媒體企業的持股不得
超過兩成。原本佔股34%的辜仲諒只好找
其他買家幫忙 「吃掉」其中的14%股份。
如今又傳出在交易完成最後期限蔡衍明
打退堂鼓的消息。

台灣壹傳媒賣盤案分兩部分：一部
分是出售紙質媒體，包括台灣《壹週刊
》、《蘋果日報》和《爽報》；另一部
分是電視業務，即壹電視。按買方協議
，旺中蔡家只佔紙質媒體32%股份。但此
舉惹來民進黨及島內社會一些人強烈反
對。他們認為，旺旺中時現已擁有《中
國時報》、《工商時報》、《旺報》等
媒體，蔡衍明如果成功入股壹傳媒平面
媒體，將會成為壟斷言論的 「媒體怪獸
」。在這些反對聲音的壓力下，旺旺中
時收購台灣最大有線電視統業者中嘉網
路的計劃，也被台灣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否決。而且NCC近來還快速修訂反壟斷草案，
將平面媒體收購電視媒體也納入管制，令蔡衍明覺得
要成功收購台灣壹傳媒是 「不可能的任務」。

到底何為 「媒體壟斷」？有學者指出，若僅以 「
數量」來判定旺旺中時集團有 「壟斷」行為，則有失
公允。例如，旺旺中時若併購有線中嘉網，可擁有全
台20%的收視戶，再加上它擁有中天、中視、中時三家
媒體，數量較大；若年代電視台與壹電視結合，雖然
其收視戶合併只有8萬戶，但因年代電視台老闆練台生
擁有決定頻道上架的權力，旺旺中時不可能 「一手遮
天」。

民進黨打 「反媒體壟斷」的大旗，把矛頭指
向旺旺中時，主要是因為蔡衍明支持 「九二共識
」，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擔心蔡衍明掌握
更多媒體後，壓縮民進黨的 「台獨」言論
。可見，民進黨是 「項莊舞劍，意在沛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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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海 華府逼台開放美豬入島

尊宗敬祖 馬遙祭黃帝陵

藍營萬人連署 挺馬續任黨魁

台堅守瘦肉精安全殘留標準

二〇一三年四月四日 星期四A9台灣新聞責任編輯：朱瑞宜

據台媒報道，美國聯邦貿易代表署日前公布年度報告，表示將持續促請台灣開放豬
肉進口。報告也關切台灣某些人偷偷把科技移轉給大陸。

【本報訊】據中通社三日報道︰美國聯邦貿易代
表署向國會提出三份報告，分別是 「2013年各國貿易
障礙報告」、 「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報告
」、以及 「技術性貿易障礙報告」。

報告稱，美國牛肉進口台灣一事已獲改善，但台
灣仍禁止牛雜碎以及美國豬肉進口；美國一再向台灣
提出這類議題， 「包括在最高層級的會談中」，美國
將持續促請台灣開放。

報告說，台灣訂定農藥 「最大安全殘留量」程序
緩慢，造成申請案件大量積壓，使美國農產品出口面
臨不確定因素。台灣正持續改善，美方則希望蒐集
更新的資料與台灣討論，以降低美國農產品出口
風險。

不過， 「行政院長」江宜樺上月重申 「任內絕不
會開放」含瘦肉精美豬說法，堅持 「安全容許、牛豬
分離、強制標示、排除內臟」的立場。

美國聯邦貿易代表署的報告還說，台灣對稻米進
口設限以及米酒稅率可能對進口酒類不公等，也是美
國的關切事項。此外，美國企業界希望台灣降低重型
機車進口關稅。

關注台業者向陸企泄密
有關保護智慧財產權，台灣已經連續4年未列榜

美國 「特別三○一」名單。美國在報告中肯定台灣的
執行成效。

不過報告說，網路侵權、校園非法影印教科書、
竊取有線電視訊號、竊取商業機密、終端用戶非法下
載軟體、藥品仿冒等問題，仍令美國業者關切。尤其
台灣有些業者把零組件提供給大陸的企業，製造手機
、筆記型電腦與其他電子產品，也有台灣員工把公司
的專門技術移轉大陸企業。

報告指出，台灣曾發生受到高度矚目的商業間諜
案， 「立法院」已在今年1月11日修正通過《營業秘
密法》，大幅加重竊密者的刑責與民事賠償，美國將
繼續了解台灣這方面的執法情形。

【本報訊】據中通社三日報道︰兩岸貨幣兌換創造新里
程！台灣銀行上海分行2日提供2500萬元新台幣現鈔供民眾
自由兌換，一大早不少民眾就開始排隊搶頭香。台銀表示，
首日共兌換出新台幣230萬元。香港有經濟學者3日表示，兩
岸貨幣自由兌換有助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上海市金融辦主
任方星海當天認為，台灣也能像香港一樣，在人民幣國際化
過程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尤其兩岸實體經濟的往來，比香
港與大陸在實體經濟上的往來還要多，所以人民幣與新台幣
在兩岸之間的跨境使用，或許將比港幣與人民幣之間的跨境
使用規模還大。

台幣登陸首日兌換額230萬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台媒三日報道︰3日出刊的台
灣《壹週刊》報稱，馬英九大姐馬以南捲入太極雙星弊案，
幫忙遮掩太極雙星只是空殼公司的黑幕。對此，馬以南當天
發出聲明嚴正否認，不排除採取法律行動。

據最新一期《壹週刊》報道，太極雙星弊案衝擊的不僅
是馬英九辦公室主任賴素如而已，整起弊案背後的掮客程宏
道，還曾經花費數千萬元（新台幣，下同）佣金，取得台北
雙子星C1區土地，去年8月更獲得馬以南協助，商借達欣公
司場地，以遮掩太極雙星只是空殼公司的黑幕。報道更指稱
，檢調也懷疑，賴素如與馬以南關係深厚，程宏道等人可能
是透過賴素如才與馬以南搭上線。

造價高達700至800億元的台北 「雙子星大樓」料2014年
落成後將成為台北市的地標之一。但該項目自2006年開始基
礎工程以來，就不時傳出弊案疑雲。直到獲得工程第一順位
的開發商 「太極雙星」未將履約保證金匯入指定帳戶，喪失
優先議約資格，才引發執法部門關注。

馬以南否認捲入賴素如案 【本報訊】據中通社三日報道︰為讓孩子可在台
灣接受更好的教育，34歲湖北人劉波不惜放棄在大陸
的高收入，決定隨台籍妻子留守台灣，並獲得台灣居
民身份。卻未料大陸考取的技術資格及工作經驗在台
灣不獲承認，使他求職處處碰壁，劉波2日以 「台灣
役男」身份服完兵役替代役後馬上面臨失業危機，坦
言只能用樂觀的心態面對漫長的求職路。

劉波說，10年前在廣東工作時與來自台灣的女同
事相戀結婚，為讓孩子受台式教育，前年與妻兒來台

定居並申請入籍，去年收到兵單被派服替代役，4月2
日役滿。

劉波說，來台才知大陸人求職難，他拿台胞證回
大陸工作也難找，為了妻兒只能拚命找工作。

曾學機械設計月入2萬
劉波去年抽到服常備兵役，區公所提醒他可以 「

孩子年幼」為由，申請服替代役，於是他選擇留在公
所協助行政工作與打雜。公所員工表示，劉波為人熱

心，積極融入社區，和大家相處融洽。
劉波說，由於他的口音有明顯的 「大陸味」加上

不會講閩南語，不少居民對他的第一印象都會另眼相
看，但多數人得知他的狀況，反而更客氣，讓他感受
到台灣人的友善，來台兩年服一年替代役，已能融入
台灣生活，坦言最大問題就是 「好的工作真的很難找
。」

他說，沒遇過和他經歷相似的大陸人，他學機械
設計在大陸車商當業務，曾經月入兩萬元人民幣，與
收入相當的妻子雙薪生活還過得去，但為讓孩子在台
受教育，夫妻決定放棄多年工作來台，妻子上月才又
生了次子無法工作，他的大陸學經歷全不管用，要給
妻兒過好生活，也只能四處求職、樂觀以對，走一步
算一步。

證照不獲承認 陸配求職無門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新社三日報道︰
中華民族傳統節日清明節來臨之際，台灣當局遙
祭黃帝陵典禮3日上午在台北隆重舉行，由台灣
領導人馬英九主祭。據悉，這是馬英九任內第三
度主祭。

台灣有關部門表示，典禮旨在紀念黃帝的功
績，並表達對民族遠祖的崇敬， 「具有發揚我中
華民族慎終追遠、飲水思源的深遠意義」。馬英
九親自主祭，更是再次以實際行動」展現對中華
傳統文化尊宗敬祖的重視」。

2013年遙祭黃帝陵典禮上午在台北市圓山飯
店舉行，馬英九主祭，台灣立法機構負責人王金
平、台灣司法機構負責人賴浩敏、軍方負責人高
華柱等重要官員陪祭。

典禮在鐘鼓齊鳴中開始，馬英九向中華民族
始祖黃帝牌位依次上香、獻花、獻果、獻帛、獻
爵。在司儀恭讀祭文後，馬英九率各陪祭人員向
牌位行三鞠躬禮，典禮莊嚴隆重。

據了解，黃帝是中華民族共同始祖，為紀念
黃帝，台灣當局將清明節定為 「民族掃墓節」，
是基於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對中華民族的重
要意義。

2009年4月馬英九打破慣例，在台北第一次
遙祭黃帝陵，成為1949年後，第一位主持遙祭黃
帝陵典禮的台灣當局領導人。2012年，清明節前
夕，馬英九在台北第二次遙祭黃帝陵。

▲台灣農民去年遊行抗議含有瘦肉精的美國豬肉
入島 資料圖片

▲馬英九（前右2）3日在台北市圓山國民革命忠烈祠，主持 「遙祭黃帝陵」 典禮 中央社

【本報訊】據台灣《聯合報》報道，台 「移民署」副
署長何榮村2日表示，4月1日起，大陸觀光客赴台上限雖增
至7千人，但為顧及觀光質量，開始區分優質團與一般團，
3個月後，優質團將提高到三分之二。何榮村說，優質團與
一般團的區分，將在實施3個月內檢討，檢討後的配額，優
質團將擴增為3分之2配額，一般團只剩3分之1配額，較長
遠的目標，將使一般團配額掛零。

何榮村表示，台 「內政部」已公告4月1日起，調高陸
客赴台人數上限，團進團出提高為5千人，個人遊提高為2
千人，一天來台上限為7千人。何榮村指出，為追求觀光質
量，5月1日起，如果每天配額上限已滿，就不可分配其他
天數的剩餘配額，旅行社得重新排配額，等排到配額，於
48小時發證。但4月1日至30日，仍可用剩餘配額。

台增加陸客優質團數量
【本報訊】據中通社三日報道︰因為黨主席辦

公室主任賴素如涉貪被羈押，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再
度遭遇黨內逼退風暴，不過，國民黨中常委謝龍介3

日帶近萬份連署書到黨中央，力挺馬英九參選連
任到底。謝龍介說，他支持馬英九的 「清廉改革」
，現在改革列車已經啟動，因此發起連署，支持馬
繼續擔任黨主席。

而傳出有意角逐黨主席選舉的中常委李德維則
表示，馬英九已經宣布參選黨主席，但國民黨是民
主政黨，黨內有資格的人可以跳出來參選，爭取為
黨服務的機會。

賴素如案重傷馬聲譽
在賴素如爆發弊案後，黨內要求馬英九別再續

任主席的聲浪越來越大，身兼中常委的台南市議員
謝龍介，卻在台南發起連署，支持馬英九繼續擔任
黨主席，市議會黨團15位議員全部參與，還有近萬
民眾連署。

3日下午國民黨舉行中常會，謝龍介在會前受訪
表示，他帶了9780份地方黨員及民眾連署支持馬英九

續任黨主席的連署書，將在中常會上呈給馬英九。
謝龍介表示，經過48小時發動、總共有1萬多名鄉親
參加連署，請馬英九繼續帶領國民黨的清廉改革，
「改革清廉的列車，是永無止境的往前開，馬主席

要大家都上車，有少數同志不上車，甚至於還跳車
」，豈能都怪罪 「列車長」。

謝龍介認為，私德跟清廉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
為第三者掛保證，馬英九已為有人批評他 「識人不
明」很愧疚地道歉；一個願意接受批判，而且懂得
反省的領導人跟政黨，大家應該給國民黨繼續推動
清廉改革的機會。

對於連署者包括非黨員，謝龍介說，連署的黨
員大概佔總人數的64%，他們認為國民黨起碼是在做
改革的事，所以有很多非黨員願意站出來，他也覺
得很感動。謝龍介說，連署會繼續推動下去，預計
這星期能破3萬，代表希望國民黨真正能清廉改革的
聲音。

▲台中市長胡志強（前）日前表示支持馬英九續
任黨主席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