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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涉台法案違「一中」
國台辦籲台勿挾洋自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德花 福州報道）大陸日前推出31項惠台

大禮包，連日來在兩岸各界引起高度關注。島內被採訪的對象普遍認

為，此番大陸開放幅度和力度史上最大。不過台灣當局卻以小人之心

看待這一積極措施。台灣地區行政管理機構負責人賴清德昨日聲稱，

已成立小組研究31條惠台措施。如果台灣人才去大陸發展是有政治

上的目的，就需特別留意。

台胞直言兩岸作為高下立判
陸推惠台大禮包獲島內盛讚 台當局「酸」指31條「另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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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台青們就此駁斥稱，台當局除
了搞對立還搞族群撕裂，島內經濟

一蹶不振，年輕人在島內沒有出路，沒
有希望，只是「溫水煮青蛙」不知不覺
間消耗殆盡。比起台灣當局現今的所作
所為，誰真正照顧台灣老百姓，照顧兩
岸同胞，高下立判。
台青Steven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
此次大陸向台灣同胞開放134項國家職
業資格考試，不僅有專業技術職業資
格，還有技能職業資格，這對台灣年輕
人來說，提供了廣闊的職場資源。Ste-
ven介紹，台灣高中階段分為普通高中和
高級職業學校，就讀高級職業學校的學
生仍有半數，他們在學校學習時都得通
過專業的技術鑒定，隨後上科技大學技
術學院後再精進技術和學業。此次大陸
開放81項技術職業資格考試，對台灣青
年學子來說是一大福音。Steven稱自己

就在高中時學習了汽車後服務技能，後
來拿到了國際級證照。「職業不分貴
賤，行行出狀元，」Steven稱此次大陸
從技能型到高端人才上都真正照顧到了
廣大台胞，特別是台灣年輕人不必在一
個小島的狹小市場上內耗，可以到大陸
施展拳腳，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華。

內鬥恐令人才資本兩空
先在大陸就業如今已創業的Steven坦

言，相較台灣當局成天吵吵鬧鬧、經濟
停滯不前，大陸的年輕人在各行各業都
展示出了學、比、超的精神和態勢，很
值得台灣年輕人學習。「台灣當局在春
節期間的台商新春聯誼會上對經濟的表
述，和大陸開春釋出的重磅大禮包比
比，就高下立了。賴清德說成立小組研
究比較，都太遲了。」Steven稱。
台商陳立德也表示，面對大陸大禮

包，台當局除了「酸」就是甩鍋。「沒
有對比就沒有傷害，昨天蔡英文參加台
灣工商團體的春節聯誼活動，講了台灣
經濟發展三個方向，但是沒有提兩岸關
係，也沒有回應大陸出台的31條措施，
非常令人失望。」陳立德稱，台灣經濟
低迷，走不出「悶經濟」狀態，「沒有
良好的兩岸關係，台灣怎麼能發展好經

濟呢？」
台商孟先生稱，大陸的綜合實力越來

越強，話語權越來越大；相對地，台灣
找不到出路，只有被甩在後面。「台灣
政治人物把所有的事都和政治劃等號，
但是對人才而言，哪裡適合發展就去哪
裡。台灣再如此內鬥下去，只會面臨人
才、資本兩空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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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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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
(二)	股東大會召開的地點：上海朱家角復興路333號虹珠苑賓館3號樓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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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其中：A股股東人數	 	5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人數（B股） 28
2、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382,736,641
其中：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368,696,555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B股) 14,04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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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272
其中：A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34.4166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1.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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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由董事會召集，代董事長主持會議，會議採用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相結合的方式召開。公司部分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上海市錦天城
（深圳）律師事務所見證律師出席會議。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東大會規則（2014年修訂）》（中國證監會公告
[2014]46號）、《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東大會網絡投票實施細則（2015年修訂）》等有關法律、法規、規章；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開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東大會規則（2014年修訂）》（中國證監會公告[2014]46號）、《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東大會網絡投票實施細
則（2015年修訂）》等有關法律、法規、規章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做出了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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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前董事長沈新民先生因身體原因未出席會議，董事楊永華先生、方文革先生、龐森友先生、楊世鋒先生、李寶
江先生、張偉先生因工作安排未出席會議；
	 	 公司在任監事3人，出席1人，張秋霞女士、馬文彪先生因工作安排未出席會議；
	 	 董事會秘書黨悅棟出席。

議案審議情況
(一)	非累積投票議案
	 	 議案名稱：關於變更四川華信（集團）會計師事務所為公司	2017	年度審計機構的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266,624,990 72.3156 102,071,565 27.6844 0 0.0000
B股 14,040,0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280,665,076 73.3311 102,071,565 26.6689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項，5%以下股東的表決情況

議案
序號

議案名稱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1.0 關於變更四川華信（集團）
會計師事務所為公司	2017	年
度審計機構的議案

14,567,586 99.9934 960 0.0066 0 0.0000

(三)	關於議案表決的有關情況說明
	 	 本次股東大會審議的所有議案均對持股	5%以下中小投資者進行了單獨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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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律師事務所
律師：馮成亮、黃澤婷
	 	 律師鑒證結論意見：
	 	 本次臨時股東大會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和《股東大會規則》的規定，但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規定；本次臨時股東大會的召開程序符
合《公司法》、《股東大會規則》和《公司章程》的規定；會議召集人具備召集本次臨時股東大會的資格；出席及列席會議的人員均具備合法資
格；本次臨時股東大會的表決程序符合《公司法》、《股東大會規則》及《公司章程》的規定；股東可以自本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作出之日起
六十日內，請求人民法院撤銷本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3月3日

A股證券代碼：600610        A股證券簡稱：中毅達         編號：臨2018－038
B股證券代碼：900906        B股證券簡稱：中毅達B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公司2018年第二次臨時股東

大會相關事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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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現就2018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相關事宜做出以下說

明：
1. 《公司章程》第171條規定，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體為《上海證券報》、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及《香港

文匯報》。公司於2018年2月13日在中國證監會指定的信息披露媒體《上海證券報》、上海證券交易所網
站、巨潮資訊網披露了召開20118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的會議通知，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東大
會議事規則》的規定。

由於公司與《香港文匯報》溝通存在誤會，導致公司未能於2018年2月13日在《香港文匯報》刊登召開
2018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的會議通知，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規定。公司已於2018年2月28日在《香港
文匯報》補充刊登了召開2018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的會議通知。

2018年3月2日，參加公司2018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並行使表決權的B股股東或股東代理人共計28名，
代表B股股票數量為14,040,086股，A股股東或股東代理人共計3名，代表A股股票數量為528,460股。

公司2018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了《關於變更四川華信（集團）會計師事務所為公司2017年度審計
機構的議案》，表決結果為： 280,665,076股同意，102,071,565股反對，0股棄權。同意股數占出席本次臨
時股東大會的股東（股東代理人）所持有效表決權股份總數的73.3311%。該議案獲得有效表決權股份總數
的二分之一以上通過。公司計劃與四川華信（集團）會計師事務所簽署聘用協議，由四川華信（集團）會計
師事務所擔任公司2017年度審計機構，並將於近日開展2017年度財務審計工作。

2. 根據《公司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的會議召集程序、表決方式
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或者決議內容違反公司章程的，股東可以自決議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內，
請求人民法院撤銷。公司未能依照《公司章程》的規定完整履行披露義務，存在程序瑕疵。公司2018年第
二次臨時股東大會的決議存在被股東自本次股東大會決議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內請求人民法院撤銷的風險。

3.為應對公司2018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的決議存在被股東自本次股東大會決議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內請求
人民法院撤銷的風險，公司董事會將3月9日前召開會議，提議召開股東大會，並於3月31日前審議完成公司
第六屆董事會第四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的《關於變更四川華信（集團）會計師事務所為公司2017年度審計
機構的議案》。 公司2017年度財務審計工作進度存在一定不確定性的風險。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體為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和《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有關公司的信息均以
在上述媒體刊登的內容為準，敬請廣大投資者關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3月3日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通社
報道，針對美國會參議院通過「與台
灣交往法案」，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
昨日應詢表示，外交部已就此表明了
我們的立場和態度。我要強調的是，
美國會通過一系列涉台法案嚴重違反
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
定，我們堅決反對。我們也要正告台
灣方面，不要挾洋自重，否則只會引
火燒身。
台灣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表
示，這部法律只是美國國會意見，對
行政部門沒有強制性，只是美方打的
「台灣牌」，頂多用來刺激大陸一
下，談判一下，然後美方會「見好就

收」。
蘇起表示，法案原文雖然寫上鼓勵

台美各層官員互訪，但用的是「應
該 」 （should） 而 非 「 必 要 」
（shall），用 shall 才有強制性，用
should 表示是不是該這樣做，由行政
部門決定；此外，對於台灣官員到美
國，第一文字沒提到可到華盛頓，第
二用的字是「入」（enter）而非「訪
問」（visit），那台灣的官員早就常常
到美國或過境了，美國官員過去也一
直有到台灣，甚至在馬英九時代，美
國還派助理國務卿赴台，未來美國訪
台官員層級如果不高於助理國務卿，
那也就跟過去一樣。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官方機構昨
日公佈2017年公共圖書館閱讀風貌，其中最受讀
者喜愛的是香港武俠作家黃易的作品《日月當
空》，他的作品已經連續3年稱冠借閱量。黃易去
年4月因中風病逝，享壽65歲。
據報道，去年全台有8,622萬人次進入圖書館。從

具體圖書分析，讀者最喜歡借閱的仍是武俠小說和奇
幻小說，年借閱量前三名分別是《日月當空》、《龍
戰在野》及《大唐雙龍傳》，全是黃易經典作品，而
黃易遺作《天地明環》則攻下借閱榜第10。

台讀者愛黃易小說
借閱量連3年居冠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國
務院台辦等多個部門近日發佈實施
《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
若干措施》，引發台灣各界關注。有
輿論指出，31項惠台措施前所未
見，開放幅度超過往年，將會對台灣
人才造成相當大的磁吸作用。
台北論壇基金會董事長蘇起昨日受

訪表示，大陸此次發佈的惠台措施前
所未見，牽涉部門之多，幅度之廣，
是「很大的吸心大法」，效果會很大。
中華經濟研究院大陸所所長劉孟俊

在《中國時報》上發表《大陸開動引
擎 強吸台灣人才》一文指出，31項
惠台措施不僅幅度超過往年，更具單
向作為的特質，有引入台灣青年與優
質人才向大陸移動的內涵，將對兩岸
交流產生進一步的影響。

打破藩籬 提供空間
31項惠台措施引發廣泛討論。台

灣資誠影視音產業負責人支秉鈞表
示，此次開放後對台灣創意人才在大
陸影視發展上更具空間，將產生更大
效益。多位大學校長接受《聯合報》
採訪時指出，大陸惠台措施的磁吸效
應，對台高教造成的衝擊無法估算。
《旺報》援引北京台資企業協會榮

譽會長林清發的話指出，大陸此次將
就業大門敞開，讓台青在大陸找工作
變得輕而易舉，大方地給予政策，也
展現自信。《聯合報》3月1日發表
社論指出，這31條惠台措施除了給
予台商投資及土地優惠之外，還涵括
金融、教育、影視及醫療等專業領
域，過去這些專業人才對前往大陸發
展躊躇不前，最主要原因便是無法享

有與大陸人才對等的立足點，而如今大陸打破藩籬
界線，將會對台灣人才造成相當大的磁吸作用。

■大陸開放81項技術職業資格考試，對台青年學子是一大福音。圖為去年7月，以
「跨越海峽牽手相約」為主題的第十四屆榕台青年夏令營開營式。 資料圖片

■黃易作品連
3年稱冠台灣
借閱量。圖為
《日月當空》發
表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