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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洩密案」大逆轉變有罪
二審改判囚 4 個月 馬：
「一定會上訴」

馬英九
「洩密」
事件回顧
2013 年 8 月 31 日

台灣前「檢察總

長」黃世銘因督導特偵組辦案，監聽民
進黨台灣地區民意代表柯建銘電話時，
意外發現柯建銘請台灣地區立法機構前
負責人王金平「關說」（指當官者利用
職權干擾正常執法或行政活動）司法案
件，黃世銘隨即向時任台灣地區領導人
馬英九報告案情。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地區前領導人馬英九被控洩密等
案，去年一審獲判無罪，昨日二審以違反「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改判有

2013 年 9 月 4 日 黃世銘再對台灣地區

期徒刑 4 個月，可易科罰金 12 萬元（新台幣，下同，約合 3.2 萬港元），

行政管理機構前負責人江宜樺、前馬英
九辦公室副秘書長羅智強洩密。

全案可上訴。馬英九表示「一定會上訴」。
北地檢署」起訴指控，2013 年 8 月
31 日，馬英九將民進黨台灣地區民
意代表柯建銘關說案報告洩露給台灣地區行
政管理機構前負責人江宜樺、前馬英九辦公
室副秘書長羅智強兩人，並指示時任「檢察
總長」的黃世銘於 9 月 4 日向江宜樺與羅智
強報告，進而引發馬英九與台灣地區立法機
構前負責人王金平的政治鬥爭。
馬英九卸任後免除「刑事豁免權」，
「台北地檢署」於前年 12 月啟動偵查，去
年3月14日依涉「刑法」、「通訊保障及監
察法」和「個人資料保護法」起訴馬英九。
去年 8 月，台北地方法院一審認為馬英九
是依法行使專屬領導人的「院際調解權」阻
卻違法，至於教唆洩密的指控則罪證不足，
判決馬英九無罪。「台北地檢署」不服，提
出上訴。

「台

二審判犯「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台灣「高等法院」昨日撤銷一審判決，

2015 年

認為馬英九犯「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處 4
個月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以每日 1,000
元計算。
馬英九回應稱將上訴。他表示，爭取的
不只是個人權益。訴訟攸關領導人職權的行
使，一定要釐清。

黃世銘被台灣「高等法院」

依洩密罪判刑 1 年零 3 個月、或以罰款
45萬元（新台幣，下同）代替定罪。
2016 年 5 月

馬英九在卸任後免除了

「刑事豁免權」。
2016 年 12 月

法院被批未考量「院際調解權」
中國國民黨文傳會主委李明賢表示，判
決結果無法令人信服，台灣「高等法院」顯
然未考量「院際調解權」，支持馬英九捍衛
操守及清白再上訴。他還呼籲法界挺起腰
桿，不畏惡勢力。
該案在審理過程中引起台灣社會關注，
有網絡媒體在二審前發起調查，半數以上的
投票網友預測，馬英九可以全身而退。有網
友對於逆轉宣判諷刺「法院誰開的很清楚
了」；也有人對比「阿扁坐牢還可以跑出來 ■馬英九被控洩密案昨日二審撤銷一審無罪原判，以違反「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改
玩」；甚至有網友預測：「民進黨執政黑白 判有期徒刑 4 個月。圖為馬英九昨日下午在西門町出席活動，回應傳媒問題時說：
「我一定會上訴。」
中央社
不分，國民黨年底即將大勝了。」

「台北地檢署」啟動偵

查，約談馬英九、羅智強、江宜樺等人。
2017 年 3 月 14 日

「台北地檢署」起

訴馬英九。
2017 年 3 月 28 日

除了「台北地檢

署」外，柯建銘也控告馬英九涉教唆洩
密、洩密罪，台北地方法院判馬英九無
罪，柯建銘隨後提出上訴。同年 10 月
11 日，台灣「高等法院」仍判馬英九
無罪。
2017 年 8 月 25 日

台北地院最終依台

灣地區「憲制」性規定賦予台灣地區領

4G 上網低價促銷 暗藏島內不景氣警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多
家電信公司推出的 4G 上網低價「吃到
飽」（無封頂限額的一種促銷模式）方案
昨日迎來此次申辦活動最後一天，中華電
信、台灣大哥大、遠傳電信等均表態「不
延期」。台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
賴祥蔚等學者指，民眾搶辦電信低價限時
優惠，看似是業者廝殺、消費者受益，其
實也暗藏台灣經濟不景氣的警訊。

「勞動局」已對電信業者進行處罰。台北
市「勞動局」前日率先對中華電信等企業
開出最高100萬元罰款的處分。

為期一周的 499 元（新台幣，下同）
「吃到飽」短期促銷，預估有數百萬電信
用戶參與，全台各地門市湧現人潮，甚至
出現民眾凌晨排隊等領號碼牌等情況。活
動期限至昨日截止，但各大電信門市仍難
以消化申辦人潮。
此外，由於 499 元「吃到飽」引發全台
消費者熱搶，造成電信企業職員超時工作
疑慮，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等多地

影響對先進科技投資
賴祥蔚表示，4G上網「吃到飽」低價如
成為常態，反映台灣長期以來經濟不佳，
業者只有通過拚命降價才能吸引民眾「掏
腰包」，這也會逐漸影響到台灣電信業對

THE ANNOUNCEMENT ON RESOLUTION OF GENERAL MEETING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and its entire directors guarantee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omission, fictitious
description or serious misleading of information in this announcement and they will take both individual and joint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truthfulness,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the content.
Important Notice:
●● No objection was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1. Convening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Meeting
1.1 Time: On May 15, 2018
1.2 Place: at the Conference hall of 3rd floor of the Haihang Mansion, No. 7 Guoxing Rd., Haikou City
1.3 Particulars of ordinary shareholders participated the meeting and priority shareholders resumed voting right:
1. Total amount of shareholders and proxies participated the meeting

22

Incl.: Shareholders of A-share

20
2

Shareholders of B-share
2. Total share amount with voting power held by the shareholders participated the meeting (In share)

5,060,729,165

Incl.: Total share amount held by the shareholder of A-share

5,060,553,765
175,400

Total share amount held by the shareholder of B-share
3. Percentage of the shares with voting power held by the participated shareholders to the total amount of shares with voting power (%)

30.1123

Incl.: Percentage of A-share (%)

30.1113

Percentage of B-share (%)

0.0010

1.4 This 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 was call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presided by Ms. Wamg Fei. Both on-site and on-line voting methods were
adopted. The convening and voting of the meeting conform to the regulations of the Company Law and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It is legal and effective.
1.5 People Attending the Meeting
① Three of seven directors (in office) participated the meeting. Bao Qifa, Sun Jianfeng, Cao Fenggang and Xu Jingchang were unable to participate as some
urgent business detained them.
② Three of five supervisors (in office) participated the meeting. Chen Mingqiong and Wang Ruolei were unable to participate as some urgent business
detained them.
③ Secretary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u Qiang, participated the meeting. President Zhou Zhiyuan, Human Resource Director (Quan Dong), Risk Control
Director (Xiao Fei) and Vice President Yu Chaojie attended the meeting.
2. Deliberation of the Proposal
2.1 Non-cumulative voting proposal
2.1.1 The Report on Overseas US Dollar Bond Issue of the Hainan Airlines (Hongkong) Company Limited
Voting result: Passed
Votes counting:
Affirmative Votes

Dissenting Votes

Abstaining Votes

Shareholders

Votes

Shareholder of A-share

5,060,524,165

99.9994

29,600

0.0006

0

0.0000

Shareholder of B-share

175,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060,699,565

99.9994

29,600

0.0006

0

0.0000

Total Amount of Ordinary Shares

Percentage（%）

Votes

Votes

Percentage（%）

Percentage（%）

3. Lawyer’s Witness
3.1 The Grandall Legal Group (Shanghai) witnessed the convening of this meeting.
Witness lawyers: Xu Zhihao and Wu Wenhao
3.2 Opinions of the Lawyer: : Xu Zhihao and Wu Wenhao, lawyers of the Grandall Legal Group (Shanghai) issued the Legal Opinion. The convening,
procedures of the meeting and qualifications of participants conform to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Company and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Both
the voting procedure and resolutions of the general meeting are legal and effective.
4. Documents for Reference
4.1 Resolution of the General Meeting;
4.2 Legal Opinions issued by the Grandall Legal Group (Shanghai);
4.3 Other documents requested by the SSE.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May 16, 2018

先進科技的投資。
三家電信公司均表態，499 元「吃到
飽」不會延期，但未來也不排除再推短期
優惠方案。市場認為，台灣電信行業競
爭激烈，4G「資費戰」從開打以來，每
次推出的價格都越來越低；即使這次活
動不延期，在消費者預期心理和業界激
烈競爭態勢下，低價「吃到飽」很難真
正退出市場。

導人的「院際調解權」及檢方舉證不足
判馬英九無罪。「台北地檢署」隨後上
訴至台灣「高等法院」。
2018 年 5 月 15 日

台灣「高等法院」

撤銷一審無罪判決，以「教唆洩密罪」
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中的「公務員
無故洩漏資料罪」，判處馬英九有期徒
刑 4 月，或以罰款 12 萬元代替。馬英九
不服，表示一定上訴。
■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