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香港文匯報記者譚笑報道，針對台灣地

區領導人蔡英文昨日講話中有關兩岸關係的內容，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

昨日應詢表示，我們注意到有關講話重複了以往的一些說法。我們已多

次就兩岸關係表明立場和態度，台灣當局不論提出什麼模式、主張，關

鍵是要說清楚兩岸關係的性質這一根本性問題，確認台灣與大陸同屬一

個中國的核心認知。

台  海  新  聞A16 ■責任編輯：謝宗興

國台辦促確認「一中」核心認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
《中國時報》的分析文章認為，蔡英文
講話中的兩岸論述，基調上並無太大突
破。《聯合報》亦發表即時短評指，針
對兩岸關係，蔡英文維持「軟中帶硬」
的一貫基調。兩岸能否和平穩定，是攸
關台灣各面向發展的重要因素。如何在
「既有基礎」上，尋求兩岸關係的突
破，是蔡當局最需解決的一道難題。
台灣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副院長黃

奎博接受媒體採訪表示，歷史證明只有
兩岸有默契地堅持「九二共識」時，兩

岸關係才存在「既有基礎」，也才有明
顯進展。
世新大學教授游梓翔在社交媒體臉書

（facebook）上指，蔡的講話沒有新
意，對兩岸沒有「新論述」，也沒有
「新模式」。兩岸難題無法用「不」化
解，兩岸有「是」才有更好的台灣。這
個「是」可以是「九二共識」，可以是
柯文哲的「兩岸一家親」，可以是對
「憲法一中」的宣示，可以是對中華文
化的珍視和維護，可能性很多，而且愈
多愈好。

蔡兩岸關係彈舊調 學者指未見「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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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屆董事會
第二十六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
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於二○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以專人送達、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發出了
召開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六次會議的通知，於二○一七年十月十日上午以通訊方式召開會議。
會議應出席董事9名，全體董事出席了會議。會議的召開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等有關
法律法規及《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規定，作出的決議合法有效。

經審議，會議通過記名投票表決方式作出如下決議： 
一、以9票贊成審議通過了《關於變更2017年度財務審計機構和內控審計機構的議案》（具體

內容詳見本公司2017-025號公告）。
二、以9票贊成審議通過了《關於修訂公司章程的議案》（具體內容詳見本公司2017-026號公

告）
三、以9票贊成審議通過了《關於召開2017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通知的議案》（具體內容詳

見本公司2017-027號公告）
上述議案具體內容刊載於2017年10月11日《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和上海證券交易

所網站。
特此公告。 

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七年十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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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變更2017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

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於 2017年10月10日召開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六

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變更2017年度財務審計機構和內控審計機構的議案》。公司擬變更 

2017年度財務審計機構和內控審計機構，現將有關事項公告如下：

一、變更會計師事務所情況

公司原聘任的天職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以下簡稱「天職國際」）已連續多年

為公司提供財務審計服務，且自2012年起承擔公司內部控制審計業務。現根據國資委的有關要

求，公司擬改聘大信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以下簡稱「大信」）為公司2017年度財務

審計機構和內控審計機構,聘期一年，其中，財務審計費用為人民幣100萬元，內控審計費用為人

民幣30萬元，上述費用均含差旅費、住宿費等全部費用。

公司就該事項已事先與天職國際進行了溝通，更換流程符合中國證監會《關於上市公司聘用、

更換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事務所）有關問題的通知》的有關規定。

天職國際在執業過程中秉承獨立、客觀、公正的原則，勤勉盡職，保證了公司審計報告的真

實、準確和完整。公司董事會對天職團隊為公司審計工作所做的辛勤努力表示感謝。

二、擬聘會計師事務所情況

大信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系由我國現代會計先行者吳英豪先生創建於1945年，重

建於1985年，是我國註冊會計師行業恢復重建後成立的第一家合夥會計師事務所。

2016年實現業務收入超過18億元，創歷史新高，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2016年「百強所」綜合

排名第十二位（本土所第八位）；央企及省屬大型特大型國企客戶逾百家。上市公司客戶量連

續多年居中國證監會排名前十位；國家審計署備選中介機構綜合排名第六位；入選「2016年十

佳併購服務機構」位列第六位。

截止目前，大信在國內設有28家分支機構，擁有員工3738名，其中註冊會計師1154人，博

士、碩士研究生以上學歷近400餘人，佔CPA總人數的35%以上，擁有一支具有豐富的實踐經

驗、良好職業素養的執業隊伍。

在國務院國資委直接管理的央企中，大信先後參與了40多家央企年度財務決算審計，其中主

審所達20家，常年服務的客戶主要有中國華能集團公司、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中國鋁業集

團、國家開發投資公司、中國化工集團、武漢鋼鐵(集團)公司、中國核工業集團、中國船舶工業

集團等大型、特大型企業。

三、變更會計師事務所履行程序

（一）公司董事會審計委員會事前對大信的執業質量進行了充分瞭解，審計委員會一致同意聘

任大信作為公司2017年度財務審計機構和內控審計機構，並同意提交董事會審議。

（二）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變更2017年度財務審計機構和內控審

計機構的議案》，同意將公司2017年度財務審計機構和內控審計機構由天職國際會計師事務所

變更為大信會計師事務所，並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三）獨立董事對該事項發表獨立意見：認為大信具備證券、期貨相關業務從業資格，具備為

上市公司提供審計服務的經驗與能力。本次變更會計師事務所的決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規及《公

司章程》的相關規定，不存在損害公司及股東利益的情形，同意將此議案提交公司2017年第一

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

四、備查文件 

（一）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六次會議決議； 

（二）公司獨立董事事前認可意見；

（三）公司獨立董事意見。

特此公告。

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七年十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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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修訂《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

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公司於2017年10月10日召開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修訂公司章程的

議案》。

為更好維護股東權益，使公司監事會組成結構更加合理，根據

中國證監會《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要求，並結合本公司實際情況，擬對《公司章程》的相關

條款內容進行修訂，具體修訂內容如下：

修訂前 修訂後

第一百四十二條  公司設監事會。監事會由五
名監事組成，監事會設主席一人，由全體監事
過半數選舉產生。監事會主席召集和主持監事
會會議，監事會主席不能履行職務或者不履行
職務的，由半數以上監事共同推舉一名監事召
集和主持監事會會議。
監事會應當包括股東代表和適當比例的公司職
工代表，其中職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
一。監事會中的職工代表由公司職工通過職工
代表大會、職工大會或者其它形式民主選舉產
生。

第一百四十二條  公司設監事會。監事會由七
名監事組成，監事會設主席一人，由全體監
事過半數選舉產生。監事會主席召集和主持
監事會會議，監事會主席不能履行職務或者
不履行職務的，由半數以上監事共同推舉一
名監事召集和主持監事會會議。
監事會應當包括股東代表和適當比例的公司
職工代表，其中職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於三
分之一。監事會中的職工代表由公司職工通
過職工代表大會、職工大會或者其它形式民
主選舉產生。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批准。

特此公告。

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七年十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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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2017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 股東大會召開日期：2017年10月26日

● 本次股東大會採用的網絡投票系統：上海證券交易所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系統 

召開會議的基本情況

（一）股東大會類型和屆次

2017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

（二）股東大會召集人：董事會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東大會所採用的表決方式是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相結合的方式

（四）現場會議召開的日期、時間和地點

召開的日期時間：2017年10月26日  14 點00 分

召開地點：上海市中山北路1958號華源世界廣場6樓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623會議室

（五）網絡投票的系統、起止日期和投票時間。

網絡投票系統：上海證券交易所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系統

網絡投票起止時間：自2017年10月26日

　　　　　　　　　至2017年10月26日

採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絡投票系統，通過交易系統投票平台的投票時間為股東大會召開當日的

交易時間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過互聯網投票平台的投票時間為股東

大會召開當日的9:15-15:00。

（六）融資融券、轉融通、約定購回業務賬戶和滬股通投資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資融券、轉融通業務、約定購回業務相關賬戶以及滬股通投資者的投票，應按照《上海

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東大會網絡投票實施細則》等有關規定執行。

（七）涉及公開徵集股東投票權

無

會議審議事項

本次股東大會審議議案及投票股東類型

序號 議案名稱
投票股東類型

B股股東
非累積投票議案

1 關於變更2017年度財務審計機構和內控審計機構的議案 √
2 關於修訂公司章程的議案 √

各議案已披露的時間和披露媒體

上述議案經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後，於2017年10月11日在《上海證券報》、

香港《文匯報》及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披露。

特別決議議案：2

對中小投資者單獨計票的議案：1、2

涉及關聯股東迴避表決的議案：無

應迴避表決的關聯股東名稱：無

涉及優先股股東參與表決的議案：無

股東大會投票注意事項

（一）本公司股東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系統行使表決權的，既可以登陸交

易系統投票平台（通過指定交易的證券公司交易終端）進行投票，也可以登陸互聯網投票平台

（網址：vote.sseinfo.com）進行投票。首次登陸互聯網投票平台進行投票的，投資者需要完成

股東身份認證。具體操作請見互聯網投票平台網站說明。

（二）股東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系統行使表決權，如果其擁有多個股東賬

戶，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東賬戶參加網絡投票。投票後，視為其全部股東賬戶下的

相同類別普通股或相同品種優先股均已分別投出同一意見的表決票。

（三）同一表決權通過現場、本所網絡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複進行表決的，以第一次投票結

果為準。

（四）股東對所有議案均表決完畢才能提交。

會議出席對像

（一）股權登記日收市後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記在冊的公司股東有

權出席股東大會（具體情況詳見下表），並可以以書面形式委託代理人出席會議和參加表決。

該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東。

股份類別 股票代碼 股票簡稱 股權登記日 最後交易日
Ｂ股 900953 凱馬B 2017/10/18 2017/10/13

（二）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三）公司聘請的律師。

（四）其他人員。

會議登記方法

（一）登記時間：2017年10月23日9:00-17:00

（二）登記方式：

1、自然人股東持本人身份證、股東賬戶卡、持股憑證等辦理登記手續； 

2、法人股東憑營業執照複印件（加蓋公章）、單位持股憑證、法人授權委託書和出席人身份

證原件等辦理登記手續； 

3、委託代理人憑本人身份證原件、授權委託書、委託人證券賬戶卡及持股憑證等辦理登記手

續；

4、異地股東可用信函、電話或傳真方式登記。

（三）登記地點與聯繫方式：

登記地點：上海市中山北路1958號6樓601室 

聯繫人：周麗            　　　  電  話：021-62036446

傳　真：021-62030851　　郵  編：200063

其他事項

（一）擬出席會議的股東自行安排食宿、交通費用；

（二）出席會議的股東請於會議開始前半小時至會議地點，並攜帶身份證明、持股憑證、授權

委託書等原件，以便驗證入場。

特此公告。

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7年10月11日 

附件：授權委託書

授權委託書

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

茲委託     先生（女士）代表本單位（或本人）出席2017年10月26日召開的貴公司2017年第一

次臨時股東大會，並代為行使表決權。

委託人簽名（蓋章）： 　　　　　　　　受托人簽名：

委託人身份證號： 　　　　　　　　　　受托人身份證號：

委託人持股數：                       　　　　　委託人股東帳戶號：

委託日期：　　年  月  日

序號 非累積投票議案名稱 同意 反對 棄權

1 關於變更2017年度財務審計機構和內控審計機
構的議案

   

2 關於修訂公司章程的議案    

備註：委託人應在委託書中「同意」、「反對」或「棄權」意向中選擇一個並打「√」，對於

委託人在本授權委託書中未作具體指示的，受托人有權按自己的意願進行表決。

恆 天 凱 馬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惟認「九二共識」方破兩岸僵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
地區前領導人馬英九遭民進黨籍「立
委」柯建銘自訴涉教唆洩密等案，一審
法院判馬英九無罪，經上訴，二審台灣
高等法院會於今日上午宣判。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這起自訴案件起

源於前特偵組曾召開記者會，指控前
「立法院長」王金平替柯建銘關說司法
案件，後來引發洩密爭議，其中前「檢
察總長」黃世銘被判有罪定讞，馬英九
也遭提告。柯建銘向台北地方法院自訴
馬英九，涉嫌透過秘書通知黃世銘到官
邸，提供關說案監聽與通聯記錄涉教唆
洩密，以及馬英九開記者會指柯關說涉
加重誹謗共兩罪。

宣判即定讞 不得上訴三審
此前，這宗自訴案件一審，台北地方

法院認定無法證明馬英九教唆要黃世銘
提供其他秘密資料等，馬英九評論柯建
銘的言論可受公評，因此判馬英九無
罪。柯則不服提上訴，台灣高等法院受
理二審，高院合議庭由審判長周政達、
受命法官曾德水及陪席法官汪梅芬組
成，案件已於9月4日辯論終結，定於
10月11日上午10時宣判，因所涉罪
名，其二審宣判即定讞（指法定的訴訟
程序結束），不得上訴三審。

馬
英
九
洩
密
案
二
審
今
宣
判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地區邁入高
齡化社會，銀髮理財需求更迫切，台灣地區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鼓勵銀行推動「以房
養老」業務，截至今年9月底，實施迄今共11家銀
行開辦，已承作逾2,000件、核貸金額約108億元新
台幣。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金管會指，為因應台灣邁向
高齡化社會趨勢，鼓勵銀行業適度調整資源配置，
提供符合高齡者需求的金融服務，使年長者在藉由
現行社會安全制度獲得老年生活基本保障外，更可
對老年生活預為適度規劃，以增加其經濟保障。

台推「以房養老」
11銀行已批108億貸款

馬曉光指出，今年是兩岸開啟交流30
年。30年來兩岸交流成果來之不易，

啟示彌足珍貴。其中最重要的啟示就是，只
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獨」，兩岸
關係才能和平穩定發展，兩岸交流合作才能
順利推進，兩岸同胞福祉才能不斷增進。
蔡英文昨日發表的講話重申了其所謂的
「四不」，即「善意不變、承諾不變，不會
走回對抗的老路，不會在壓力下屈服」。北
京多名專家表示蔡英文並沒有釋放出改善兩
岸關係的真正善意，兩岸關係有很大可能繼
續陷入僵局。
北京聯合大學台研院兩岸研究所所長朱松
嶺指出，蔡英文仍然以「求穩定」為基調，
在兩岸關係問題上打太極。朱松嶺指出，蔡
在兩岸關係根本問題上拒不表態，而是採用
技術手段迴避關鍵問題的方式，顯示出台當
局根本沒有任何改善兩岸關係的動機和跡
象，更沒有釋放所謂的「善意」，也不會讓
兩岸關係朝好的方向發展。
社科院台灣史專家褚靜濤認為，蔡英文上
台一年多，面對兩岸關係遇冷依舊重複其所
謂「四不」，可見對待兩岸關係的態度並沒
有改變，「台獨」的基本理念也沒有變，這
樣的地區領導人根本無意緩和兩岸關係。褚
靜濤指出，蔡英文上台後在島內積極推動

「去中國化」，大行文化「台獨」。「就連
賴清德都能公開表示『台獨』主張，絲毫沒
看出『台獨』勢力在島內受到任何打壓或者
壓力，又何來屈服之說？」

滿口假話空話 延續一貫作風
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員王建民注意到，蔡英

文昨日講話選擇在策略上不再強勢，但在演
說中，她再次展現對大陸方面的強硬態度，
並且堅持不承認「九二共識」。在王建民看
來，這又是蔡英文「柔性台獨」的一種體
現。「蔡英文表面低調柔和，實際行動則是
對大陸十分強硬，從來沒有停止推動『台
獨』活動，延續了她說假話空話的一貫作
風，她的這種態度不可能讓兩岸關係有新局
面。」王建民說。

■■馬曉光指馬曉光指，，只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只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反對
「「台獨台獨」，」，兩岸關係才能和平穩定發展兩岸關係才能和平穩定發展。。圖圖
為大陸居民於金門商店購物為大陸居民於金門商店購物。。 中央社中央社

■馬曉光表示，台當局要確認台灣與大陸
同屬一個中國的核心認知。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