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MORNING POST 2018.8.13 星期一
编辑：张大鹏 电话：0531-85196375 zhangdp@dzwww.com 海峡两岸

民进党当局大幅削减台湾军人、公职人员和教师退休金，这个看似“靶向精准”的计划
正在重创台湾经济，苦果将由整个台湾社会吞下

民进党“年改”闷棍重伤台湾
马英九陪高思博
台南夜市拜票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台
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8日晚
7时许抵达台南知名的武圣夜
市，在扫街拜票前，先和高思博
同框合影， 高喊“高思博当
选”， 再透过夜市广播向游客
喊话推荐高思博。马英九说，高
思博在台南土生土长， 在美国
读了博士回来，非常关心地方，
这不是高思博第一次在台南参
选， 高思博曾在台南参选 2次
“立委”， 对地方事务非常熟
悉， 一定可以为台南市政带来
新的气象。 马英九广播后逐一
到夜市各个摊位扫街拜票，人
人抢拍合影，还有人要求签名，
马英九来者不拒，也很开心。

民进党开铡：
“挺柯”人士将被清理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智
选情低迷， 党内出现靠向现任
市长柯文哲的“友柯”人士，民
进党决定清理门户， 副秘书长
徐佳青表示，“9合 1选举”在
8月 27日开放登记到 31日截
止，9月 1日起从北到南，全台
盘点违反党纪的人； 若有人要
为柯文哲助选，就要做个选择，
“第一退党， 要不然被开除党
籍”。

兴建两岸海底隧道
九成民众认为是好事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8
月 8日报道， 大陆正在规划兴
建一条穿越台湾海峡、 连接大
陆与台湾的海底铁路隧道。 对
此， 前马英九办公室秘书长罗
智强在脸书发起“兴建两岸海
底隧道，连通两岸高铁，对台湾
是好事还是坏事？ ”的投票，其
中高达九成民众认为是好事。
网友纷纷留言说：“当然是好
事啦，本来能够促进两岸交流，
经济沟通的事情都要推动”
“绝对是好事。 大陆地下资源
丰富，观光景点辽阔，景色优美
世界第一， 经济又突飞猛进繁
荣极快”。

香港外币兑换店
千万港币被抢

据香港《大公报》8 月 9
日报道， 香港尖沙咀中间道 8
日晚发生千万元(港币，下同)
抢劫案。 3名外币兑换店的员
工，8 日晚到另一家外币兑换
店提取近 1000万元现金，离开
时准备将装钱的行李箱放入 7
座车时，被 3名男子伏击，1名
职员头部被玻璃瓶打伤，3名匪
徒抢去行李箱， 登上接应的私
家车逃遁。消息称，整个抢劫过
程约 1分钟，不排除有“内鬼”
通风报信。警方相信，包括司机
在内的 4名匪徒包括 2名南亚
裔及 1名香港人， 另一人身份
未明。 大批警员在附近搜索匪
徒踪迹， 多辆警车也在多条主
要干道戒备，截查可疑车辆，警
方相信匪徒车辆套上了假牌。

7月初，岛内开始施行“年金
改革”。 民进党当局大幅削减台
湾军人、 公职人员和教师退休
金，原因之一是军公教阶层向来
支持蓝营。然而，这个看似“靶向
精准” 的计划正在重创台湾经
济， 苦果将由整个台湾社会吞
下。

消费主力节衣缩食
台“行政院”估算，“年改”

第一年，将给财政省下 400亿元
（新台币，下同）。 民进党当局手
头宽裕， 心里更有复仇的舒畅：
支持国民党的军公教阶层，这下
遭到“报应”了。

然而，军公教不但是台湾社
会稳定的中坚阶层，也是消费力
最充裕的阶层。军公教的收入或
预期收入陡然大减，将直接影响
台湾内需市场。 台湾“中央大
学” 经济系教授吴大任表示，退
休军公教收入大减，消费的影响
层面还包括其配偶、子女、父母，
将出现“乘数效应”。

退休军公教第一年少收入
400亿元， 岛内消费市场也就可
能失去 400亿元活水，这还没算
上“乘数效应”。而根据“年金改
革”计划，军公教人员退休金的
削减将逐年增多，也就意味着台
湾内需将持续萎缩。

首先遭到“暴击”的是台湾
的旅游和餐饮业。 据台当局“内
政部”统计，2017年岛内旅游人
数自 2013 年后首次出现负成
长，从 2016年的 1.9亿人次降为
1.2亿人次。旅游业界表示，岛内
旅游的主力是退休银发族，“年
改”来袭，银发族第一个删减的
就是旅游预算。

1996年退休的贺姓中校说，
先前一个月可领到约 5 万元的

退休俸，扣除生活必需与医疗支
出之后，剩下的部分就可以存起
来当作旅游基金。 然而，“年改”
通过之后，他每月可领的退休金
将少 1万多元，“玩乐” 便成为
最先舍弃掉的支出。

旅馆餐厅纷纷歇业
台湾旅游业可谓饱受民进

党蹂躏， 先是大陆游客大减，接
着是军公教游客缩水。 知本温泉
观光发展促进协会理事长黄庆
安表示，全台观光业惨绿，台东、
花莲、屏东、高雄、台中都很糟，
以台东为例，往年台东饭店暑假
住房率都在八九成以上，去年暑
假住房率已腰斩一半，今年整体
住房率再少约两成。

台湾民宿协会联合会理事
田台明说，退休公教人员以往被
观光业视为最具消费力的族群，
特别是民宿，受年改影响，退休
公教消费转为保守，以新竹地区
为例，业绩至少掉了三成。 一位
饭店的副总经理便提到，“我们
直接感受到，退休人员的客源层
大幅度减少”。
受年改影响的不只旅游业，

退休公教人员以往最爱的聚餐、
午茶活动也跟着变少了，不能免
就找平价店代替，原为小学校长
的白菊凤说，“能省则省，我不想
当下流老人”。 台北的朋友告诉
记者，像台北永康街一些比较适
合中产阶级的餐厅，过去高峰期
要排队等位，现在相同时段却常
空着一大半位置。 全台不少餐厅
近期纷纷歇业，如高雄餐厅雅宴
招待会馆关门时挂起“民进党不
倒，台湾不会好”的横幅，全台吃
到饱自助餐厅“品花苑”也于 5
月 16日关门大吉， 都是标志性
的例子。

连房市也受波及。彰化县吴
先生表示，因月退休金被减 1万
多元，比预期高出不少，原本买
了一间顶楼加盖，打算改成套房
出租， 每月房贷用退休金来支
付，现在发现根本付不起，只好
上网出售房子， 但目前仍未售
出。

机关算尽害人害己
民进党“年改”惹民怨，争

议最大的部分在于 “溯及既
往”， 即把已经劳碌一生该安享

晚年的人拉下水，让为台湾社会
做过贡献的老人为“颜色”买
单。 除了经济层面的影响，“年
改”也进一步撕裂了社会，让愤
懑和不平之气弥漫。
“年改”同样让在职军公教

的士气受损。本来准备提早退休
的军公教人士， 现在要尽量拖
延， 好为自己多积蓄一点养老
金。 据台当局“铨叙部”统计，公
务人员去年退休人数为 8006
人 ， 较前年 1.18 万人减少
18.8%。

岛内媒体评论，“年改”将
造成行政效率低落，是经济以外
最坏的影响。屏东偏远地区服务
的 55岁刘姓巡佐表示， 自己原
本计划今年请退， 但考虑“年
改”后退休俸大减，一对子女还
在念书所费不菲，所以他干脆继
续混到届龄退休，他不讳言“现
在连外出巡逻、 查户口都懒懒
的”，只能对自己说，不要太混就
好。

可以预见的是，军公教人员
不愿退休，也就意味着年轻人入
职和升迁的机会减少。本来被视
为铁饭碗的行业，将越来越吸引
不到优秀人才。
那么，民进党猛踩蓝营的如

意算盘是否得逞了呢？ 台湾中国
文化大学新闻学系系主任胡幼
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军公教
退休金被大砍后，原本会留给子
女买房付首付、留学、请菲佣、养
小孩的钱都没法给了，军公教的
子女原本是投民进党的，现在也
不会投民进党了。

社会本是一体，想靠伤害另
一半人成全自己，最终只会搬起
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回，民进党
当局又演绎了一回“机关算尽太
聪明”的老戏码。 （王平）

台湾航空界将可能首次出
现飞行员罢工事件。 桃园市机
师职业工会发起罢工投票，开
票结果显示支持率为 97.9%，
工会取得罢工权。有台媒认为，
此次罢工可能造成台湾航空安
全大乱；也有台媒认为，此事甚
至有可能导致安全危机。

97.9%赞成罢工
桃园市机师工会的“中华

航空”、 长荣航空飞行员 7月
16日开始首次举行罢工投票。
投票 8 月 6 日结束，7 日上午
开票。

开票结果显示，1426人之
中有 1212人来投票，投票率为
84.39%。 其中同意罢工 1187
票、不同意 20票、废票 5票。赞
成罢工票占比 97.9%， 工会以
绝对优势取得罢工权。 此次如
果成功， 将成为台湾第一次飞

行员罢工事件。
机师工会向“华航”、长荣

分别提出 28项、16项诉求，包
括飞行安全、行政管理、福利等
层面。资方则对此反击称，工会
表面以飞行安全为诉求， 台面
下是想让更多福利条件闯关。

至于举行罢工的时间，工
会表示不排除在中秋节发动罢
工。 对此，台湾消费者文教基金
会提醒中秋前后出境的台湾民
众应准备替代方案。

恐形成安全危机
基金会还表示， 有旅客抱

怨， 罢工频传会迫使旅客转订
其他航空， 台湾的航空及飞行
员恐怕都会自伤。
针对此次罢工会造成什么

影响，《联合报》评论称，一旦
机师确定罢工， 将造成台湾飞
航、 飞安大乱。 如果民众出不

去、进不来，影响的不只是航空
公司， 会造成“全民双输”局
面。

另据台湾《经济日报》报
道，目前“华航”、长荣加入桃
园市机师工会的飞行员约
1400人。如果两家航空公司都
有部分人加入罢工， 恐怕会影
响到台湾人员及货运的进出。

报道认为，如果航班大乱、
罢工期拉长， 经济增长率势必
会造成冲击， 而且台湾四面环
海， 在进出困难的情况下可能
形成另一种形态的安全危机。

台湾“华航”空服员曾在
2016年举行罢工。桃园市空服
员职业工会在取得合法罢工权
后宣布，自当年 6月 24日凌晨
零时起开始发动罢工。 此次罢
工持续三天，27 日凌晨复工。
但劳资双方 24日已达成共识，
令此次罢工成功。 （吴生林）

暑期是毕业生告别学校步入社会
的重要阶段， 而他们首先需要面对的
问题就是就业选择问题。 在经过了海
投简历和疯狂面试之后， 许多毕业生
会在大型企业与创业公司之间犹豫，
对如何选择产生困惑。
笔者在招才猫上看到， 毕业生对

自己向往的职位和薪资待遇有明确要
求，可是在对自己未来职业发展方面，
却很迷茫。 其实通过 58同城、赶集网
等平台上的信息不难看出， 大型企业
的优势在于员工福利较好， 拥有严格
的管理制度， 对于初入社会的毕业生
来说可以规范工作习惯。

而对于创业公司来讲， 虽然当前
保持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规模， 但却很
有潜力， 创业公司能够带动毕业生多
方面发展， 有利于锻炼员工的综合能
力。 毕业生只要清楚自己对未来发展
的规划， 就一定可以选出更适合自己
的工作。 （晓妹）

台湾民众抗议蔡英文当局施行“年金改革”

台湾飞行员酝酿中秋节罢工 58同城：大型企业
与创业公司如何抉择？

公告
闫弘娟、马进、山东九月

天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九月
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
佰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山
东佰特饭店有限公司、 济南
佰特精品酒店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的原告张象全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以
你欠付其借款至今未还为由
诉至法院，要求 1、判令被告
偿还借款本金 362.525 万
元；2、 判令被告支付借款利
息 348 万元（从 2013 年 8
月至今并按规定 24%年利息
计算）， 要求利息支付并判
决生效为止；3、被告马进、山
东九月天集团有限公司、山
东九月天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 山东佰特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 山东佰特饭店有限公
司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担保
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等
费用由被告全部承担。 本院
因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 民事裁定书及参加诉
讼通知书未果， 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上述法律文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本院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
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
时在本院北园法庭第三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
则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
刘蓓：本院受理（2018）

鲁 0102民初 5007号原告陈
圣洁与被告刘蓓、 被告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石景山支公司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
燕山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山东中科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潍坊科力意和机
械有限公司、 通化安柏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潍坊安捷宇
生物有限公司、 安捷宇 （北
京）油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严希海、李楠：本院受理原告
山东省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被告山东中科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提出管辖异议，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济南
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7）
鲁 0102民初 6505号管辖异
议上诉状， 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管辖异议上诉状， 逾期即
视为送达。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山东中科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潍坊科力意和机
械有限公司、 通化安柏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潍坊安捷宇
生物有限公司、 安捷宇 （北
京）油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严希海、李楠：本院受理原告
山东省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被告山东中科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提出管辖异议，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济南
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7）
鲁 0102民初 6505号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时
（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