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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騙學費粵女自殺 主犯囚終身

#(

痛失一萬學費 揭陽女學生跳海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日報客戶端報道，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揭陽
女學生蔡某遭電信詐騙案昨日作出二審判決：駁回陳明慧、范治傑、高
學忠、葉奇鋒、熊運江等 5 名詐騙主犯的上訴，維持原判。之前，因騙
光準大學生蔡某一萬元（人民幣，下同）學費導致其跳海自盡，5 被告
中首犯一審被判無期徒刑。

被告人陳明慧、范治傑、高學忠、葉奇
鋒、熊運江詐騙，熊運江危險駕駛，

林詩雅、陳李億掩飾、隱瞞犯罪所得一
案，廣東省揭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於去年 12
月 28 日一審宣判，陳明慧犯詐騙罪，被判
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
收個人全部財產；范治傑、高學忠、葉奇
鋒犯詐騙罪，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 13 年至
15 年，並處罰金 40 萬元到 60 萬元不等；
熊運江犯詐騙罪、危險駕駛罪，決定執行
有期徒刑 11 年，並處罰金 21 萬元；林詩
雅、陳李億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分別
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1年4個月，並處罰金。
宣判後，陳明慧等人提出上訴。廣東省

高級人民法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對該案進
行審理。

原審判決量刑恰當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上訴人陳明
慧、范治傑、高學忠、葉奇鋒、熊運江以
非法佔有為目的，結成電信詐騙犯罪團
夥，採用虛構事實的方法，通過利用「釣
魚網站」發送詐騙信息、撥打詐騙電話等
手段針對不特定多數人實施詐騙，其行為
均已構成詐騙罪，且詐騙數額特別巨大，
騙取包括多名未成年人、在校學生在內的
眾多被害人的財物並造成一人自殺，情節
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性大，原審判決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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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適當。上訴人林詩雅明知他人實施犯
罪，仍多次提供銷售點終端機具（POS
機）協助轉移贓款，其行為已構成掩飾、
隱瞞犯罪所得罪，二審根據查明的犯罪事
實，認定其非法出售的 POS 機為詐騙犯罪
轉移資金的數額為 420 萬元，依法對其改
判有期徒刑2年半。
另據中通社報道，山東省高級法院昨日委

■ 廣東女學生被電騙騙走
學費後自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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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山東省臨沂市中級法院宣判並送達「徐
玉玉案」第二審刑事裁定書，裁定駁回陳文
輝、黃進春、陳寶生的上訴，維持原判。
此前震驚內地的另一宗類似電信詐騙案
件中，山東臨沂市高三畢業生徐玉玉被以
發放助學金名義騙走 9,900 元學費。徐玉
玉報警後昏厥，搶救兩天後不治身亡，涉
案的主犯也被判處無期徒刑。

整治網上兒童
「邪典片」 騰訊優酷被罰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央宣
傳部、中央網信辦、文化部、國家新聞出
版廣電總局、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
辦公室近日作出部署，由本月上旬至 4 月
下旬進一步開展針對網絡直播平台傳播低
俗色情暴力等違法有害信息和兒童「邪
典」動漫遊戲視頻的集中整治行動。
證券代碼：600639、900911

取締未獲直播資格平台
此次整治行動在前階段排查工作基礎
上，相關部門將組織開展全面清查，對未
獲相關直播服務資格的直播平台和頻道，
依法予以取締；對具運營資格、傳播違法
違規和不良內容的，責令刪除相關內容，

證券簡稱：浦東金橋、金橋B股

問題突出的直播頻道和直播間，立即下線
整改。對違法違規情節嚴重的網站，依法
予以關閉；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
任。組織對隱患問題多、用戶數量大的網
絡直播、動漫、遊戲、視頻企業，分類別
進行約談警示，督促落實主體把關責任。
此外，在查處廣州胤鈞公司的同時，對

與該公司開展業務合作並提供傳播平台的
優酷、愛奇藝公司，為該公司提供傳播平
台的騰訊公司立案調查；對百度旗下「好
看」
視頻存在傳播兒童
「邪典」
視頻內容立案
調查。京廣兩地文化執法部門近日作出相
關行政處罰，責令上述互聯網企業改正違
法違規行為，警告並處以罰款。

公告編號：2018-006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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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內容提示：
●本次會議是否有否決議案：無
會議召開和出席情況
(一) 股東大會召開的時間：2018年2月12日
(二) 股東大會召開的地點：上海浦東新區新金橋路28號新金橋大廈4 樓會議室
(三) 出席會議的普通股股東和恢復表決權的優先股股東及其持有股份情況：
1、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人人數

60

其中：A股股東人數

25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人數（B股）

35

2、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694,975,992

其中：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667,513,667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B股)

27,462,325

3、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股份數佔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

61.9180

其中：A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59.4713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2.4467
Shareholder

(四) 表決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大會主持情況等。
表決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大會由副董事長湯文侃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監事和董事會秘書的出席情況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獨立董事張鳴先生、陸雄文先生、董事王穎女士、鄧偉利先生因工作安排衝突未
能出席；獨立董事郁斌先生因出差未能出席。
公司在任監事5人，出席4人，副監事長王文博先生因工作安排衝突未能出席。
董事會秘書嚴少雲先生出席本次會議；其他高管—副總經理曹劍雲先生列席會議；副總經理沈彤女士、財務總
監佟潔女士因出差未能出席。
議案審議情況
(一) 非累積投票議案
議案名稱：關於修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二《董事會議事規則》的部分條款的提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票數

反對
比例（%）

票數

棄權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666,819,077

99.8959

694,590

0.1041

0

0.0000

B股

14,028,745

51.0836

13,433,580

48.9164

0

0.0000

680,847,822

97.9670

14,128,170

2.0330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二) 關於議案表決的有關情況說明
該項議案獲得有效表決權股份總數的2/3以上通過。
律師見證情況
本次股東大會鑒證的律師事務所：上海市錦天城律師事務所
律師：吳敏德、陳偲偲、徐鑫
律師鑒證結論意見：
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和召開程序、召集人資格、出席會議人員資格、審議議案、會議表決程序及表決結果等事
宜，均符合《公司法》、《股東大會規則》、《網絡投票實施細則》等法律、法規、規章和其他規範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關規定，本次股東大會通過的決議均合法有效。
備查文件目錄
經與會董事和記錄人簽字確認並加蓋董事會印章的股東大會決議；
經鑒證的律師事務所主任簽字並加蓋公章的法律意見書；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2月13日

The Tianjin Duty Free Zone Investment &
Holding Group Company Limited

Shareholding
Percentage

Remark

100%

The fully owned subsidiary of the Tianjin Port Duty Free Zone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神州快訊

內地流感疫情回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今冬內地流感疫情嚴峻，引發關注。國家衛
生計生委副主任、國務院醫改辦主任王賀勝
昨日在北京表示，內地流感疫情目前已回
落。中國流感監測網絡數據顯示，今年 1 月
以來，在流感樣病例監測方面，北方省份疫
情繼今年第一周出現下行拐點後持續下降，
南方省份疫情也於今年第三周出現下行拐點
並呈下降趨勢。在流感樣病例暴發疫情方
面，各省疫情都已降到較低水平。
王賀勝在出席國新辦舉行的發佈會時表
示，今年冬季全國流感活動強度高於近幾
年的平均水平，流感疫情防控是當前的重
點工作。目前全國流感疫情已回落，衛計
委並在春節前夕對流感等冬春季傳染病防
治工作再次進行部署，繼續加強疫情防
控，強化監測預警和疫情處置，做好醫療
服務和健康科普。

河北 4.3 級地震
京津冀有震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河北廊
坊市永清縣昨日下午 6 時 31 分發生 4.3 級
地震，震源深度 20 千米，京津冀地區有
震感。河北省地震局已啟動三級地震應
急響應。
當日下午6時50分許，廊坊市區街道上秩
序井然，通訊正常。市民周鵬飛說，此次地
震震感明顯，他感覺到晃動，隨後同家人跑
到戶外，並等待官方進一步消息。「還好今
天（12 日）氣溫回升，不是很冷，跟家人
在一起也不覺得緊張。」另外，北京及天津
地區網友表示有明顯震感。
河北省地震局表示，該局已啟動三級地震
應急響應，並派出相關人員趕赴一線，具體
現場情況隨後發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