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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頭5月「登陸」投資件數增逾120%

兩岸村里長閩相聚
互鑑基層經驗

逾六成民眾不認同前瞻計劃
國泰金控昨公佈調查報告 軌道建設僅6.4%支持率

花蓮縣長傅崐萁改判囚8月

專家：綠執政家國概念遭弱化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灣國泰金融控股公司（國

泰金控）昨日公佈最新經濟調查報告，針對台灣地區「立法」機構

推出的前瞻基礎建設計劃（下稱「前瞻計劃」），超過六成民眾不

認同可有效提升台灣的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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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計劃是台灣當局領導人蔡英文
在今年2月提出來的，整體計劃

包含「綠數水道鄉」5大建設計劃：綠
能建設、數位建設、水環境建設、軌
道建設，以及城鄉建設，規劃以8年時
間投入總經費約 8,824.9 億元（新台
幣，下同，約合港幣2,261.9億元）。
台灣當局行政主管部門聲稱，這一計
劃可增加民間投資產值約17,777.3億元
（約合港幣4,556.4億元）。
國泰金控當天公佈6月份民眾經濟

信心調查結果，本次時事題特別詢問
民眾對4月通過的前瞻計劃看法。國
泰金控指出，雖然國際競爭力評比機
構報告顯示，基礎建設不足是台灣國
際競爭力無法大幅向前的重要因素，
但僅有33.1%民眾認為前瞻計劃可有
效提升台灣的國際競爭力，有高達
66.9% 的民眾表示不太認同或非常不
認同。

蔡藉祈福拉攏民眾
至於前瞻計劃中的建設項目，31.5%

民眾支持綠能建設，數位建設也有
23.9%的支持度，隨後是城鄉建設有
20.5%，另有 17.7% 民眾支持水環境
建設，至於爭議較大的軌道建設，僅
獲6.4%的民眾支持。
蔡英文不遺餘力為自己力推的這一

計劃宣傳，就連19日前往宜蘭宮廟祈
福時，也藉機拉攏當地民眾，博取支
持。她聲稱，前瞻計劃都是與人民生

活直接相關的建設，不能再等，一定
要趕快來做，希望宜蘭的民眾都能支
持政府的前瞻計劃建設。
不僅如此，民進黨製作10萬本小手

冊說明前瞻基礎建設，以圖像化、問
答式和口語化內容，希望讓民眾了解
前瞻建設，第一批3萬本，昨日派送至
「立法委員」服務部和地方黨部，供
說明會使用。

洗腦式派送10萬手冊
綜合台媒報道，民進黨發言人張志

豪和媒體創意中心主任楊緬因當天公
佈前瞻計劃說明手冊「穩健跨出台灣
的下一步」，張志豪表示，10萬本前
瞻手冊是由多名年輕黨工組成「前瞻
文宣小組」所策劃進行，將原本300多
頁的前瞻計劃濃縮成22頁手冊。
張志豪說，第一批3萬本當天派送至
各區域「立委」服務處，第二批7萬本
近日也將派送至縣市黨部、公職聯絡
處及社團，以作未來相關說明會使
用，讓更多民眾可以了解推動前瞻基
礎建設計劃的重要性。
對此，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書記長王育敏批評，民進黨印10萬冊
子說明前瞻計劃內容，卻沒有辦法具
體回應可行性評估，以及外界對於為
什麼要花一半的預算在軌道建設，卻
無法納入更具有前瞻性的項目的質
疑，反而是類似的洗腦式行銷，她認
為無法達成效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當局
「經濟部投審會」昨日在台北公佈的數據
顯示，今年1至5月，經當局核准的對大陸
投資件數為 214 件，較上年同期增加
120.62%。
「投審會」執行秘書張銘斌分析，投資

件數大幅增長，主因是大陸經濟回溫，增
加了台商投資意願，其中又以電子製造業
為主。

當天，「投審會」公佈1至5月核准的僑
外資來台投資、陸資來台投資、台商對海
外投資及對大陸投資相關統計數據；其
中，台商對大陸投資為正增長，其餘3項
為負增長。

總金額較去年少 投資動能不足
具體數據顯示，214件台商對大陸投資

案的投（增）資金額為25億 7,284 萬元

（美元，下同，約合港幣200億6,904萬
元），較去年同期減少24.4%。總金額減
少的主要原因，是2016年 2月台積電公
司以10億元（約合港幣78億元）投資大
陸台積電南京有限公司，使得比較基期
較高。
陸資來台投資方面，今年1至5月核准
件數 55 件，較去年同期減少 17%；投
（增）資金額為1億4,356萬（約合港幣

11億1,980萬元），較去年同期減6.2%。
自2009年6月30日開放陸資來台迄今，累
計核准件數為1,002件、核准投（增）資
金額為18億3,441萬美元（約合港幣143
億875萬元）。
張銘斌分析，今年全球投資動能不如

去年，美國升息等都是影響因素，他也
預估今年大型併購案不如去年來得熱
絡。

「台獨」前提下的兩岸論述是個偽命題
台南市長賴

清德走出了自
己兩岸論述的

第一步，「親中愛台」。這個言論發
表的時機選在賴清德的同黨同志、台
灣地區現任領導人蔡英文執政低效、
民望低迷之時，尤其是蔡政府的「維
持現狀」瀕臨破產之際。

在經過島內輿論一段時間發酵後，
6月18日，賴清德選在赴美期間，再
度對自己的「親中愛台」言論進行完
整闡述。賴清德說，不管是兩蔣時代
還是李登輝、陳水扁時期，兩岸政策
都不夠完整，唯有自己的「親中愛
台」是「以台灣為核心，不只是愛台
灣，也是向中國伸出友誼的雙手」，
透過交流，實現兩岸的和平發展。
對於如何向對岸伸出友誼之手，賴

清德說，廢除或凍結民進黨「台獨」
黨綱，接受「九二共識」都不是問
題，賴清德的前提是，「問題是在
『一國兩制』，台灣人民不可能去接
受與澳門跟香港同等地位的『九二共
識』」。
這番論述的邏輯其實很簡單，就是

台灣只有和「中國」處在同等地位
時，才有可能和平發展。島內有分析
說，這基本上可以看作是連包裝也懶
得做的「台獨」論述，在同場的談話
當中，賴清德也不失時機地重申了自
己的「台獨」主張，他說，「沒有
『台獨』黨綱的民進黨到底還剩下什
麼，只不過是讓其他政黨取代而
已」。
毫無疑問，賴清德的着眼點在深耕

島內的政治市場，他既要主導對台灣

未來發展極為關鍵的兩岸議題，但同
時也要穩住民進黨的深綠基本盤，再
藉由消解已成僵局的蔡英文的兩岸政
策，來經營淺綠，包括中間選民，為
自己參選台灣地區領導人提前累積能
量。
耐人尋味的是國民黨當選黨主席吳

敦義不失時機的回應，吳說，「『九
二共識』就是『一中各表』」，他說
國民黨從來沒有主張過「一國兩
制」。

弔詭之處就在於，台灣島內的政治
人物，深知「台獨」前提下的所謂兩
岸論述是個偽命題，卻仍然樂此不疲
地換個姿勢來挑戰北京對統一的耐
心，內裡包藏的分裂國家統一之禍
心，可見一斑。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德花福州報
道）日前在廈門舉辦的第九屆海峽論
壇「兩岸智庫論壇」中，廈門大學台
灣研究院院長劉國深指出，台灣社會
現在的問題是越來越沒有國家和民族
的概念，民進黨當局目前所做的「轉
型正義」，實際上還是從政黨之間話
語權的角度進行政治性操作。台灣執
政當局不顧國家民族大義的做法，只
有一黨之私，這是非常危險的。

劉國深指出，兩岸之間有很多概念
到現在為止沒有釐清，兩岸之間不是
國家問題，也不是主權問題，而是政
權之間的國家代表權問題。「海峽兩
岸是一個國家下的兩個政權，兩岸之
間是政權關係而不是國家關係」。劉
國深強調，政權與國家是兩回事。
台灣社會現在的問題是越來越沒有

國家和民族的概念，沒有整體意識，
而強調個人和局部，以「愛台灣」對
抗「愛中國」。台灣現在的教育已經
越來越沒有整體中國的內容，課綱修
改後，「日本殖民統治」改成了「日
本統治」、「日據」變成「日治」，
更多教的是台灣本土知識，基本不教
大陸部分內容，初、高中生被問到大
陸的事情都一片茫然，這是非常大的
變化。劉國深指，這實際上還是從政

黨話語權之爭的角度對中國的質疑，
背後真正的意義還是謀求政黨話語權
的權力鬥爭。

民進黨已展開新一輪權力鬥爭
「賴清德在美國講話指控說兩蔣是

反對中國的，馬英九是借人民的名義來
親中，他甚至罵李登輝的『兩國論』基
本是以台灣為中心，與中國切割」等
等。他們這麼說就是為了權力鬥爭。
劉國深認為，民進黨內已展開新的權
力鬥爭，蔡英文下一任能不能出來代
表民進黨參選可能都會成問題了。
劉國深強調，兩岸問題還是要看大

局，大陸要走自己的道路，台灣現階
段是向上提升還是向下沉淪，台灣人
要看清楚，相信時間是站在努力奮鬥
這一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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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蘇榕蓉平潭報道）第三屆
海峽兩岸村里長交流活動日前在福建平潭的澳前台
灣小鎮舉行，台灣和平潭兩地近 600 名村里長、
鄉鎮長和社區負責人參加，其中台灣的 400 名嘉
賓主要來自台北、台中、花蓮、彰化、高雄、基
隆、馬祖等地。兩岸民眾一起話家常、敘友情，活
動以圓桌的方式，搭建兩岸基層民眾交流合作的平
台。
于淑恩曾任高雄村里長議員，已有17年的鄉村

管理經驗，這是他首次參加兩岸村里長交流活
動。談及兩岸鄉村有何相互借鑒時，他聊得最多
的是社區管理。「我們因地制宜播種香蕉、紅豆
等農作物，等收成後，以此作為社區公益基金來
鼓勵義工。將社醫結合，每隔一個月或半個月，
為村民進行體檢、知識宣講等。」于淑恩續說，
「我們每隔一年半還舉行義工遊覽台灣等活動，
增加義工福利，提高他們的積極性，這是很有意
義的體驗。」
談及社區營造，台灣壽豐鄉監寮村村里長范光福

亦表示，是次他去過平潭的南寨山、將軍山等地，
看到了平潭有花生、地瓜等作物。他建議平潭村子
要增加一些讓人感覺好奇、新鮮的元素，把各個鄉
村區域特色展示出來。比如特殊的農特產、手工藝
品展示，這樣遊客走馬看花或者深度旅遊都有地方
可去。
據悉，自2015年以來，平潭已成功舉辦三屆海
峽兩岸村里長交流會。通過村里長互相交流，同名
村互認等舉措，平潭逐步探索出了一條兩岸基層交
流的新路。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
花蓮縣長傅崐萁被控擔任「立委」
時，涉嫌上市公司內線炒股案，歷次
審判皆有罪。台中高等法院昨日宣
判，以違反證券交易法罪判其1年4個
月徒刑，因適用速審法與減刑條例，
減為8個月。
據悉，傅崐萁被指控2003年擔任親民

黨籍「立委」期間，與上市公司達成協
議，由公司提供2萬張股票，以底價15元
（新台幣，下同）供傅崐萁炒作，超過
15元部分則為傅的報酬。傅崐萁與他人
合作，並開設大量賬戶交易，令股價從
15元飆升至47元。
傅崐萁一案經過兩次開庭審理，且以

1,483萬元（約合港幣380萬元），與證
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達成和
解，因此被改判輕刑，減為9月徒刑。
傅崐萁仍不服上訴，經台中高等法院重

審，昨日作出更二審宣判，改判為1年4
個月徒刑，因適用速審法與減刑條例，減
刑為8個月，沒收不法所得6,302萬元
（約合港幣1,614萬元），全案還可上
訴。

台大研究誠信辦公室揭牌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大學（台大）之前

發生教授論文造假事件，深陷學術倫理風
波，引發爭議沸沸揚揚，嚴重衝擊和影響
學術聲譽。為預防同類事件再次發生，台
大成立專責的研究誠信辦公室，於昨日正
式揭牌。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為建置健全的研究

誠信環境，防範不當研究行為發生，歷經
半年的準備和討論，台大成立專責的研究
誠信辦公室，昨日下午舉行揭牌儀式。台
大研究誠信辦公室專責處理該校學術倫理
相關事務，並將建立處理違反研究誠信案
件的標準作業流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灣衛
生福利事務主管部門最新公佈顯示，2016
年台灣居民十大死因中，惡性腫瘤（癌
症）連續第35年高踞榜首。去年台灣癌
症死亡人數為47,760人，佔所有死亡人數
的27.7%，其中又以肺癌奪命最兇。
2016年台灣居民十大死因排行榜依序

為：惡性腫瘤（癌症）、心臟疾病、肺
炎、腦血管疾病、糖尿病、事故傷害、慢
性下呼吸道疾病、高血壓性疾病、腎炎、
腎病症候群及腎病變、慢性肝病及肝硬
化。

癌症仍為台居民「頭號殺手」

■福建平潭綜合實驗區黨工委副書記、管委會主任
林文耀與台灣嘉賓現場合唱《愛拚才會贏》。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攝

■廈門大學
台灣研究院
院 長 劉 國
深
資料圖片

▶▶民進黨製作民進黨製作1010萬本前瞻建設說明萬本前瞻建設說明
手冊手冊，，洗腦式行銷洗腦式行銷。。 中央社中央社

■國泰金控調查報告指出，前瞻計劃中的軌道建設，僅獲6.4%的民眾支持。圖為台中市軌道運輸、水環境等建設。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