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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冀台更多新生力量參與兩岸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3
日下午在北京會見了饒穎奇率領的台灣
民意代表交流參訪團一行。
汪洋說，多年來，政協委員與台灣民

意代表形成了定期互訪的活動機制，建
立了坦誠務實的合作平台，打造了民意
交流的重要品牌，在增進同胞相互理
解、促進兩岸交流合作等方面發揮了積

極作用。
汪洋強調，祖國統一是大勢所趨，

民族復興是人心所向。大陸對台大政
方針是明確的、一貫的、穩定的，我
們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方針政策
不會改變，促進兩岸交流合作和心靈
契合的理念不會改變，制止「台獨」
分裂圖謀的堅強意志不會動搖，為台
灣同胞辦實事、辦好事的政策力度不

會削弱。希望持續深化政協委員與台
灣民意代表交流，在繼承中發展，在
發展中創新，帶動更多新生力量參與
交流，夯實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民意
基礎。
3日下午，汪洋還會見了旺旺集團董

事長蔡衍明率領的台灣旺旺中時媒體集
團訪問團一行。
汪洋指出，維護國家統一是民族大

義，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擋。我們將堅定
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
識」，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活
動，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
和平統一進程。
兩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一家人。我們

願意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率先
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為台灣
同胞在大陸發展提供同等待遇，使兩岸

同胞關係更密切、交流更深入、利益更
融合。
汪洋表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符合兩

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只有兩岸關係好，
台灣同胞才能好。希望旺旺中時媒體集
團秉持一貫立場，堅守民族情懷，善盡
社會責任，積極倡導「兩岸一家親」理
念，繼續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營造
良好輿論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聯合報》及中央社報道，震驚全台的「台北

內湖殺童案」昨日上午二審宣判維持一審判決，判處嫌犯王景玉無

期徒刑。判決一出，隨即引發民憤，有網民認為「台灣法律無保

障」 ，如何處置精神病犯罪及死刑存廢議題再次引起廣泛議論。

「小燈泡」命案 嫌犯二審仍免死
台網民怒斥法律無保障 女童父：籲判兇手死刑防悲劇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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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廚漂」：在平遙找到家的味道

特別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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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理財受托方：　　上海農商銀行靜安支行
委託理財金額：　　　3,000萬元人民幣 
委託理財投資類型：　結構性存款
委託理財期限：　　　367天

一、委託理財概述
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於2018年3月28日召開的第八

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董事會授權購買低風險理財產品的議案》，批
准並授權公司總經理室在2018年3月至2019年3月期間，繼續利用閒置資金總金額不超
過人民幣1.4億元，購買經國家批准依法設立的且具有良好資質、較大規模和徵信高的
金融機構發行的低風險理財產品，其預期收益高於同期銀行發行的保本理財產品。在上
述額度內資金可以滾動使用。（詳見2018年3月30日《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
以及www.sse.com.cn公司公告）

公司總經理室根據董事會的授權，結合原購買的理財產品到期，公司目前現金流
充裕、階段性閒置資金較多的情況，為最大限度地發揮閒置資金的持續性增值作用，達
到累積增值的目的，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經營目標。2018年7月3日，公司使用自有閒
置資金3,000萬元，向上海農商銀行靜安支行購買結構性存款產品，期限367天，預期
年化收益率為1.50%-4.60%之間，預計收益率高於同期一年期銀行存款利率。該事項
不構成關聯交易。

二、銀行理財產品概述
（一）委託理財的基本情況

產品名稱 上海農商銀行結構性存款產品
產品編號 STL180036
產品類型 保本浮動收益
投資及收益幣種 人民幣
銷售對像 我行對公客戶
計劃發行量 3000萬元
收益起算日 2018年7月3日
到期日 2019年7月5日
收益計算基礎 實際投資期限（天數）/365

客戶收益率

1、掛鉤標的：USD 3M-Libor的表現值（美元3個月期同業拆借利率）。
2、標的描述：指於相應觀察日的倫敦時間上午11點在路透系統LIBOR01頁
面上顯示的3個月期美元同業拆借利率；若相應日期的路透系統LIBOR01頁
面未顯示該利率，則計算機構（或其關聯方）將以商業上合理的方式依誠信
原則確定利率。
3、觀察日：雙方約定日期（以倫敦工作時間為準，如遇倫敦假期，則順延至
下一個倫敦工作日）。
觀察日舉例說明：觀察日約定為收益起算日後下一個28日。在不考慮節假日
順延的情況下，若A結構性存款收益起算日為某年3月1日，則該筆結構性存
款觀察日為某年3月28日；若B結構性存款收益起算日為某年3月26日，則該
筆結構性存款觀察日為某年3月28日。
4、收益計算基礎：實際投資期限（天數）/365。
5、清算工作日：北京工作時間。
6、客戶收益測算及說明：
本結構性存款的產品收益與USD 3M-Libor(美元3個月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
率)表現值掛鉤，實際收益取決於USD 3M-Libor在觀察日的表現：
如果觀察日USD 3M-Libor表現值在觀察區間內，則客戶收益給付約定期權收
益為4.60%（年化）；
如果觀察日USD 3M-Libor表現值在觀察區間外，則客戶收益給付約定期權收
益為1.50%（年化）。
客戶期末收益=名義本金*客戶收益率（年化）*實際投資期限（天數）/365

期間變更條件 本結構性存款產品不得提前支取，不得部分支取。

（二）公司內部需履行的審批程序
本次購買的理財產品經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詳見2018年3

月30日《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以及www.sse.com.cn公司公告）
三、對公司日常經營的影響
公司運用自有閒置資金購買上海農商銀行對公人民幣結構性存款產品，是在確保

公司日常運營和資金安全的前提下實施的，不影響公司日常資金正常周轉需要，不會影
響公司主營業務的正常開展。

通過購買此結構性存款產品，可以進一步提高公司閒置自有資金的使用效率，增
加現金資產收益，為公司股東取得更多的投資回報。

四、公司理財產品合同的主要內容
購買此理財產品由公司與上海農商銀行靜安支行簽訂相關理財產品認購確認書。
1、基本說明
本產品類型為保本浮動收益產品，是指以企業的存款作為本金，掛鉤利率、匯

率、股票指數、商品價格等金融市場指標，根據掛鉤指標的表現使企業在承受一定風險
的基礎上有可能獲得較高的存款收益，是存款創新產品。

2、產品說明
本結構性存款產品僅向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法律法規及其他有關規定可以投

資本類結構性存款產品的合格機構客戶發售。客戶投資本結構性存款產品，需在上海農
商銀行開立單位人民幣銀行結算賬戶用於存放結構性存款本金。上海農商銀行將於本結
構性存款產品的實際到期日在客戶持有單位定期存款（對公人民幣結構性存款）證實書
申請兌付時，將存款本金和實際收益劃入客戶指定的結算賬戶。

五、風險控制措施
公司本著維護全體股東和公司利益的原則，將風險防範放在首位，對購買的理財

產品嚴格把關、謹慎決策。在該結構性存款產品存續期間，公司將及時分析和跟蹤理財
資金的運作情況，與相關銀行保持密切聯繫，加強風險控制和監督，嚴格控制資金的安
全性。

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購買理財情況
截止到本公告日，公司本年度已到期及正在執行的銀行理財產品的情況如下：

單位：萬元 幣種：人民幣

理財產品名稱 理財產品
類型 金額 起止日期 年化收

益率 公告編號 實際回收
本金金額

實際獲
得收益

建設銀行「乾
元」特盈固定期
限理財產品

非保本浮
動收益型
產品

4,000 2017-5-18至
2018-5-14 4.60% 2017-013 4,000 181.98

平安銀行對公結
構性存款（掛鉤
利率）產品

結構性存
款 3,000 2017-10-18至

2018-04-16 4.70% 2017-020 3,000 69.53

浦發銀行財富班
車進取6號理財產
品

非保本浮
動收益型
產品

2,000 2017-10-19至
2018-10-14 4.80% 2017-021 正在履行

光大銀行對公結
構性存款

結構性存
款 3,000 2018-04-18至

2018-10-18 4.55% 2018-010 正在履行

平安銀行對公結
構性存款（掛鉤
利率）產品

結構性存
款 2,000 2018-05-16至

2019-05-13 4.40% 2018-015 正在履行

浦發銀行利多多
對公結構性存款

結構性存
款 2,000 2018-05-16至

2019-05-11 4.40% 2018-015 正在履行

中信銀行結構性
存款

結構性存
款 2,000 2018-06-22至

2019-06-21

4.70%
-

5.20%
2018-023 正在履行

七、獨立董事關於公司使用部分閒置自有資金購買理財產品的意見
獨立董事關於公司使用自有閒置資金購買經國家批准依法設立的且具有良好資

質、較大規模和徵信高的金融機構發行的低風險理財產品的意見，詳見本公司於2018
年3月30日刊登在《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
com.cn）上的《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關於董事會授權購買低風險理財
產品的獨立意見》。

八、備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決議；
（二）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關於董事會授權購買低風險理財產品

的獨立意見。

特此公告。

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二〇一八年七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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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購買銀行理財產品的公告

兇嫌王景玉2016年3月28日持刀將3
歲女童「小燈泡」連砍23刀，致

其身首異處，不治身亡。台灣高等法院
昨日上午進行二審宣判，仍維持一審判
決、判處王景玉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
身。
「小燈泡」父親劉大經在法院辯論終

結時表態，要求判王死刑，並指在無能
力處理再犯風險的情況下，死刑外的刑
罰都可能讓大眾冒險，戕害人權。

嫌犯自稱「帝」望殺童獲女友
這起震驚社會的殺童案，發生於2016

年3月28日。「小燈泡」隨母親出門，
她當時騎着滑步車，王景玉（35歲）突
然從後靠近，抓住「小燈泡」的頭，拿
剁刀往頸部砍殺，母親目睹女兒被亂刀
砍殺大喊「救命」，卻拉不住失控的兇
嫌。最後王男在多名警民合力下才被制
伏、收押至今。王稱自己是「堯帝」、
「四川皇帝」，殺了女童就會有女人投
懷送抱，幫他傳宗接代。

死刑存或廢？ 再度掀起眾議

案發後社會群情憤慨，要替「小燈
泡」討公道，「小燈泡」事件也讓死刑
存廢議題在台再度掀起討論。但是由於
多家醫院包括榮民總醫院精神部、台大
醫院精神部主管都鑑定王有思覺失調
症，去年5月12日，台北士林地方法院
一審判處兇嫌王景玉無期徒刑。法官當
時表示，此案犯罪手段極為兇殘，屬於
得科處極刑的「情節最重大之罪」；但
因國際人權兩公約施行法已對台灣產生
拘束力，無法對精神障礙者處死刑，因
此量處無期徒刑。

檢察官：「兩公約」無規定不可判死
昨日上午，台灣高等法院進行二審宣

判，王景玉在數名法警戒護下出庭聆
判。據悉，高等法院上月召開二審言詞
辯論庭，王景玉表示正抄佛經悔悟，並
首次當庭向家屬道歉；但出庭的「小燈
泡」父親痛批王無愧疚感，拒絕接受道
歉，並哽咽盼將王嫌處死。不過，二審
判決結果出爐，仍維持一審原判無期徒
刑。本案仍可上訴。

高檢署公訴檢察官在二審中提出，兇
手經鑑定，確認他有辨識行為能力，並
且台灣根本不是聯合國的相關公約簽約
方，而兩公約也沒說不能對精神障礙者
判死刑。
劉大經先前表示，合議庭針對王重

返社會及再犯可能性作了諸多討論，

包括從個人及家庭病識感，到更生、
衛福、社區等社會構面，理性而言，
他支持這樣的思辯，但「身為本案被
害者的我們還是看不到未來」。站在
一個父親的立場，希望合議庭能思考
如何運用公權力，防止被告有機會再
犯。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平遙
吃到的法餐，是結合了中西方食材、融合了
法國味和中國味的法餐。」45歲的台灣廚師
林漢昌正在給北京來的幾位客人介紹着自己
做法餐的理念。
45歲的林漢昌出生在台灣嘉義縣，家裡的

長輩都從事餐飲業。從12歲開始，林漢昌
就開啟了自己的「廚漂」生活。
從台北的西餐廳，到法國的高檔法餐廳，

再到去美國進修餐飲管理；從學徒、洗碗
工、服務生，到幫廚、主廚……如今，林漢
昌已打算在這座有着2,700多年歷史的古城
安定下來。

「平遙讓我有歸屬感」
「這裡的生活，讓我想起了兒時的模樣，
感受到了家的味道。」林漢昌說，自己在台
灣鄉下長大，後來輾轉去了法國、意大利、

美國、新加坡，唯有這座充滿中國味道的古
城，讓他找到歸屬感。
「在飲食文化方面，中國人是相當厲害
的，因為我們最懂得變通和創新。」林漢昌
說，雖然自己是法餐主廚，這些年也學習了
許多國際上的餐飲禮儀，但是仍感覺中餐才
是自己的「根」。
林漢昌所在的平遙飯店是一座古色古香的

建築。作為店內法餐廳的行政主廚，林漢昌
收了幾位當地年輕
人做徒弟，大家都
尊稱他為「林師
傅」。
小輝兩個月前來

到法餐廳當學徒，
他坦言，當初缺乏
經驗，一時適應不
了林漢昌的高要

求，甚至有種「被騙」的感覺。
「每一個雖然都是小兵，我都把他們當主
廚在用。如果你把他當主廚用，他就是主
廚；如果你把他當小弟用，他只能是小
弟。」林漢昌笑着說，如今的小輝已經「趕
都趕不走了」。

紅棗饃成創意法餐
來到平遙後，林漢昌發現了許多當地的特

色食材，於是他經常將這些食材與法餐結合
起來「搞創新」。他將平遙的紅棗饃片擺在
盤中，配上法餐中必備的蝸牛食材，一道中
西結合的「法式蒜蓉蝸牛佐饃片」就這樣面
世了。
如今，林漢昌每個季度會回一次台灣，穿

着布鞋、短褲，去陽明山泡溫泉。「一邊是
工作，一邊是休閒，兩邊都是我的家。」他
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非洲國家布基納法索5月24日與台
灣當局「斷交」，並與大陸建交。
台灣防務部門官員3日指出，原本
要贈送給布國的軍援將於8月送回
台灣。
台灣防務部門首長嚴德發日前

曾表示，原預計給布基納法索的3
台直升機和50輛悍馬車，全部都

不會送過去。其中有一批特戰軍
品，從馬來西亞轉運，已通知船
運公司不准交給布國，運回台
灣。
台灣立法機構3日審查總預算凍

結案，民進黨民意代表詢問援助布
基納法索軍品一事。台灣防務部門
官員表示，這批貨物目前還在運送
途中，8月底會運回台灣，相關軍

援品將轉贈，或有其他用途，但目
前不便對外公開。
據報道，2016年9月，台灣官員
訪問布基納法索，簽訂合作計劃，
包括提供14.8億元新台幣的援助，
以及農業、教育與防務協助計劃。
2017年6月初，台灣防務部門還特
別贈送2架直升機給布基納法索，
並協助訓練飛行員。

台遭布基納法索「斷交」悻然撤回所有軍援

網友評論
■精神障礙=不判死？

張振成：是誰規定精神障礙就不用判死？就

算他是精神障礙，他殺人也是一個事實，而

且鑑定結果也說明他行兇時仍有識別能力。

沒想到法官還是按照廢死人士的政治正確來

判決，可恥！

■死刑可消除社會不安

Wang Andy：死刑至少可以解決加害者的

問題跟被害者的痛，與社會的不安。

■律師：質疑法官側重人權及「兩公約」

女大律師李怡貞：沒有看到完整的判決，身

為律師不好評論。……法官卻以事後矯治保

障人權的角度來下判決，或許還考量了與台

灣無關的「兩公約」所以不判死。

■借鏡國際廢除死刑

Gary Lai：大家已經知道「死刑不能解決問

題」……為什麼其他國家能放棄用死刑解決

問題？難道是他們沒有正義嗎？

來源：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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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歲的台灣廚師林漢昌在台灣鄉下長
大，後來輾轉多地學習廚藝，最終扎根大陸
平遙古城經營創意法餐。

網上圖片

■3歲女童「小
燈泡」於 2016
年 3 月 28 日當
街被砍23刀不
治。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台灣前教育部門負責人吳茂昆被指
控任職東華大學校長期間，盜用東
華大學研究專利赴美開公司。台灣
監察機構昨日以13票全數通過此前
監察委員提出的彈劾案。
吳茂昆今年4月接任台教育部門

負責人，被爆料指稱，拿東華大學
的綬草（台灣地區一種野生蘭花）
研究專利在美國設立公司，涉嫌侵

犯校方的專利權等違法事項。
監察機構指出，東華大學前校

長吳茂昆於2015年8月18日向美
國加州州務卿申請設立美國師沛
恩有限責任公司，9月2日經核准
設立。
該公司資本總額為1,000美元，

吳茂昆應出資200美元，佔總資本
的20%，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相關規
定。

其次，吳茂昆用東華大學校長名
義，將專利轉讓給公司，自己是執
行業務股東、同時是校長，違反迴
避規定。
吳茂昆今年4月在台灣大學校長

遴選案的爭議聲中上任，然而因陷
入數宗學術爭議，於5月29日向台
灣行政事務機構請辭獲准，任期僅
40日，是台灣當局任期最短的教育
部門負責人。

■王姓男子（前左）涉嫌當街殺害3歲女「小燈泡」，台高等法院昨日二審維
持一審判決，判處王男無期徒刑。判決一出，隨即引發民憤。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