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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上海舉行，許多台商踴躍參展，但受場地限制，僅53家台灣廠商能夠

與會。積極協助近三分一台商參展的高雄市世貿會展協會理事長何玲玲表

示，台灣近年景氣低迷，相比南進東南亞的風險，台商更看好在進博會尋

找商機，以進一步擴大市場版圖。

台商拚「錢途」參展尋商機
西進優過「新南向」進博會助擴市場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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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季首2例死亡
未打疫苗發病2天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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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屆監事會2018年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監事會及全體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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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屆監事會2018年第一次臨時會議於2018年11月6日以通訊方式召開。會議
應參加表決監事5名，實際參加表決5名。會議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監事會議事規則的相關規定，作出的決
議具有法律效力。
  會議經審議全票通過以下議案：
  一、《關於公司監事變動及增補監事候選人的議案》
  監事長曹永祥先生因到法定退休年齡，申請辭去第九屆監事會監事、監事長職務。為保證公司監事會的規範運作，
擬增補監事候選人。根據《公司章程》的相關規定，監事候選人來自兩個方面：控股股東重慶輕紡控股（集團）公司推
薦和公司職工民主選舉產生。
  公司控股股東重慶輕紡控股（集團）公司（渝輕紡人發﹝2018﹞60號）同意推薦戎之偉先生為上海三毛企業（集
團）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屆監事會監事候選人。
  戎之偉：1962年8月出生，中共黨員，大學本科學歷，高級政工師，1982年10月參加工作，曾任上海愛建股份有限
公司管理幹部；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經理、幹部部部長、本部支部委員、紀委委員；現任公
司黨委委員、紀委書記、工會主席，寶雞凌雲萬正電路板有限公司監事、監事長。
公司監事會對監事候選人進行初步審查，認為戎之偉先生符合監事任職條件，同意將其作為監事候選人提交公司股東大
會審議。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十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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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公司監事長辭職的公告

  本公司監事會及全體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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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監事會於2018年11月6日收到監事長曹永祥先生提交
的書面辭職報告。因到齡退休，曹永祥先生申請辭去公司第九屆監事會監事、監事長職務。辭職後，曹永祥先生將不再
擔任公司任何職務。
  根據《公司法》及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公司監事會成員人數不因曹永祥先生辭去監事職務而低於法定最低人數，
不影響公司監事會正常運作，曹永祥先生的辭職申請自送達公司監事會時起生效。公司將按有關規定盡快完成監事增補
及監事長選舉的相關工作。
  本公司及監事會對曹永祥先生在監事會任職期間的勤勉工作表示衷心感謝。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十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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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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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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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召開會議的基本情況
(一) 股東大會類型和屆次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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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2日   14點 00分
   召開地點：上海斯格威鉑爾曼大酒店46樓會議室1（上海市黃浦區打浦路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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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2日
           至2018年11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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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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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股東 B股股東
非累積投票議案
1 關於授權公司管理層適時出售股票資產的議案 √ √
2 關於公司監事變動及增補監事候選人的議案 √ √

1、各議案已披露的時間和披露媒體
議案1經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議案2經公司第九屆監事會2018年第一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詳情
參見2018年10月31日、11月7日刊登於《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及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的相
關公告。
2、特別決議議案：不適用
3、對中小投資者單獨計票的議案：全部議案
4、涉及關聯股東迴避表決的議案：不適用
應迴避表決的關聯股東名稱：不適用
5、涉及優先股股東參與表決的議案：不適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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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同時持有本公司A股和B股的股東，應當分別投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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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股 600689 上海三毛 2018/11/13 －
Ｂ股 900922 三毛B股 2018/11/16 2018/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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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會議登記方法
1、符合上述條件的股東於2018年11月21日（星期三）9～16時持股東賬戶卡及個人身份證或單位介紹信登記，異地股
東可用信函或傳真方式登記；
2、登記地址：上海市諸安濱路165弄29號403室紡發大樓上海立信維一軟件有限公司（近江蘇路，交通：地鐵2號線、
11號線江蘇路站4號口出，臨近公交01路、62路、562路、923路、44路、20路、825路、138路、71路、925路）
聯繫電話：（021）52383315
傳    真：（021）52383305
聯 系 人：歐陽雪
郵    編：200052

六、其他事項
1、法人股東憑法定代表人證明文件或授權委託書、營業執照複印件、本人身份證複印件參會。
2、自然人股東憑股票賬戶卡及本人身份證複印件參會。委託代理人憑委託人股票賬戶卡、委託代理人身份證複印件、
授權委託書參會（授權委託書樣式見附件）

七、其他事項
1、會期半天，一切費用自理。
2、根據有關規定，本次股東大會不備禮品（包括車票）
3、本次股東大會會議為上海斯格威鉑爾曼大酒店46樓會議室1（上海市黃浦區打浦路15號）。周邊交通：公交17、
43、89、96、733、932、146內圈、隧道一線；地鐵9號線打浦橋站、地鐵4號線魯班路站）。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8年11月7日 

附件1：授權委託書
● 報備文件
● 提議召開本次股東大會的董事會決議

附件：授權委託書

授權委託書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茲委託     先生（女士）代表本單位（或本人）出席2018年11月22日召開的貴公司2018年第一次臨時股東
大會，並代為行使表決權。

委託人持普通股數：　　　　　　　　
委託人持優先股數：　　　　　　　　
委託人股東帳戶號：
  

序號 非累積投票議案名稱 同意 反對 棄權
1 關於授權公司管理層適時出售股票資產的議案    
2 關於公司監事變動及增補監事候選人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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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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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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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使用閒置自有資金購買短期理財產品的進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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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理財產品受托方：民生銀行、光大銀行、上海銀行
●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購買理財產品餘額為人民幣1.42億元。
● 理財產品類型：價格結構型、結構性存款類、貨幣及債券類
● 理財期限：不超過12個月
● 資金來源：自有資金

一、委託理財概述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於2018年3月29日召開第九屆董事會第八次會議，審議
通過關於使用自有資金購買銀行短期理財產品的相關議案，為進一步提高階段性閒置自有資金的留存收益，在確保公司
日常運營和資金安全的前提下，董事會同意公司使用額度不超過人民幣15000萬元的自有資金，用於投資低風險銀行短
期理財產品。在上述額度內，資金可以滾動使用。本項授權自董事會審議通過本議案之日起一年內有效，單個銀行短期
理財產品的投資期限不超過一年。（詳見2018年3月31日刊登在《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及上海證券交易所網
站www.sse.com.cn的相關公告）

二、委託理財協議主體的基本情況
  根據董事會上述決議事項，自上一進展公告日起至本公告日止，公司與民生銀行、光大銀行、上海銀行簽署了購買
銀行短期理財產品的相關協議。
公司與上述銀行均不存在關聯關係，本次交易不構成關聯交易。

三、委託理財合同的主要內容
  （一）基本說明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閒置自有資金購買理財產品的持有情況（含上一進展公告日至本公告日期間的購買情
況）

序號 受托方 產品名稱 產品類型 認購金額
（萬元） 風險評級 委託理財認購日 委託理財到

期日
預計年化收
益率（%）

1 交通銀行楊
浦支行

蘊通財富活期結構
性存款S款 價格結構型 4,000 極低風險產品 2018/7/17

無固定期限
（隨時贖
回）

2.0-3.3%

2 光大銀行昌
裡支行

結構性存款理財 結構性存款類 2,000 極低風險產品 2018/6/6 2018/12/6 4.5%
結構性存款理財 結構性存款類 4,100 極低風險產品 2018/10/19 2018/12/19 3.70%

3 上海銀行虹
口支行

「贏家」貨幣及債
券系列（點滴成
金）理財產品

貨幣及債券類理
財產品 2,100 極低風險產品

（一級風險） 2018/10/24 2018/11/28 3.55%

4 民生銀行市
南支行

與利率掛鉤的結構
性產品（CNYS）

結構性存款類
（保本浮動收益
型）

1,000 二級（低風險
產品） 2018/5/25 2018/11/26 4.45%

掛鉤利率結
構性存款
（SDGA180457）

結構性存款類
（保本浮動收益
型）

1,000 二級（低風險
產品） 2018/10/9 2018/11/19 3.65%

合計 14,200

  2、上一進展公告日至本公告日期間，公司使用閒置自有資金購買理財產品到期贖回情況

序號 受托方 產品名稱 產品類型 贖回金額
（萬元） 風險評級 委託理財認

購日
委託理財到

期日
預計年化收
益率（%）

實際取得收
益（萬元）

1 上海銀行
虹口支行

「贏家」貨幣及債
權系列（點滴成
金）理財產品

貨幣及債券類
理財產品 2,100

極低風險產
品（一級風
險）

2018/7/18 2018/10/17 4.45% 21.20

2 光大銀行
昌裡支行 結構性存款理財 結構性存款類 4,000 極低風險產

品 2018/7/13 2018/10/13 4.55% 45.57

3 民生銀行
市南支行

掛鉤利率結構性存
款

結構性存款類
（保本浮動收
益型）

1,000 二級（低風
險產品） 2018/7/4 2018/10/8 4.55% 11.97

  上述理財產品的本金及收益均已到賬。

  （二）敏感性分析
  公司運用自有資金購買低風險銀行短期理財產品，是在確保公司日常運營和資金安全的前提下實施的，不會影響公
司的主營業務運營及日常資金周轉，且能獲得一定投資收益，有助於提升公司整體業績水平，為公司股東謀取更多的投
資回報。

  （三）風險控制分析
  1、公司以自有階段性閒置資金投資的理財產品為國家銀監會批准的低風險銀行短期理財產品。
  2、投資理財產品由董事會授權，經理層決策，並由公司財務負責人組織實施。風險管理部負責對低風險投資理財
資金使用與保管情況進行審計與監督，並定期向審計委員會報告。
  3、公司獨立董事、監事會有權對資金使用情況進行監督與檢查，必要時可以聘請專業機構進行審計。

  （四）獨立董事意見
  公司獨立董事在第九屆董事會第八次會議審議相關議案時發表意見如下：根據公司現階段自有資金狀況，在確保日
常運營和資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擬將短期銀行理財產品投資授權額度增加至15000萬元，有利於提高階段性閒置自有
資金的使用效率，並能獲得一定收益，符合公司和全體股東利益，相關審批程序符合監管規定，因此，我們對本議案表
示同意。

  四、累計購買理財產品餘額情況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使用自有資金購買理財產品餘額為人民幣1.42億元。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十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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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異常波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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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股票A股（600689）連續兩個交易日內（2018年11
月5日和11月6日）收盤價格漲幅偏離值累計達20%。
  ● 經公司自查，並向公司控股股東徵詢，截止公告日，公司、公司控股股東不存在應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主營業務為進出口貿易、保安服務及園區物業租賃管理。2018年1-9月，公司累計營業收入為10.08億元，
較去年同期增長12.86%；實現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為238.11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93.28%，系因非流動資產
和交易性金融資產處置損益同比大幅減少所致。截至目前，公司生產經營活動一切正常，業績情況不存在重大變化，沒
有實質性改善。

  一、股票交易異常波動的具體情況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交易規則》的有關規定，公司股票A股（600689）連續兩個交易日內（2018年11月5日和11
月6日）收盤價格漲幅偏離值累計達20%，屬於股票交易異常波動情形。 

  二、公司關注並核實的相關情況
  1、經公司自查，並向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徵詢，目前公司經營環境及行業政策未發生重大變化，生產
經營活動一切正常，不存在應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補充之處。
  2、經公司自查，並向公司控股股東重慶輕紡控股（集團）公司以及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核實，除公司
已公開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應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截至目前，未籌劃併購重組、股份發行、債務重組、業務重
組、資產剝離和資產注入等重大事項。
  3、關於公司相關事項的說明：
  （1）業績情況
  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報告已於2018年10月31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體《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及上海
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上披露。2018年1-9月，公司累計營業收入為10.08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2.86%；
實現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為238.11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93.28%，系因非流動資產和交易性金融資產處置損
益同比大幅減少所致；實現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為-271.39萬元，較去年同期減虧710萬
元。（以上數據未經審計）
  截至目前，公司生產經營活動一切正常，業績情況不存在重大變化，沒有實質性改善。
  （2）經營業務
  公司主營業務為進出口貿易、保安服務及園區物業租賃管理。近期有投資者咨詢公司關於創投業務的開展情況，公
司說明如下：
  公司於2009年1月投資設立全資子公司上海嘉懿創業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嘉懿創投」），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3000萬元。截止2018年9月30日，嘉懿創投資產總額為5016.71萬元，負債總額為2000.14萬元，資產淨額為3016.57
萬元。2018年1-9月，嘉懿創投未發生實際經營業務，累計營業收入為0萬元，淨利潤為2.55萬元。（以上數據未經審
計）
4、公司不存在需要澄清或回應媒體報道或市場傳聞的情況，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補充之處。
5、經向公司控股股東重慶輕紡控股（集團）公司以及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徵詢，在公司本次股票異常波動
期間，不存在買賣公司股票（A股600689；B股900922）的行為。

三、董事會聲明及相關方承諾
  本公司董事會確認，本公司沒有任何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有關規定應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項或與
該等事項有關的籌劃和意向，董事會也未獲悉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有關規定應披露而未披露的、對
本公司股票交易價格可能產生較大影響的信息。

四、相關風險提示
  公司鄭重提醒廣大投資者，有關公司信息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體《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及上海證券
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刊登的相關公告為準。敬請廣大投資者理性投資，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十一月七日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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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蔡無力護漁 兩千漁民赴台北抗議

據島內《旺報》自上海報道，何玲玲表
示，目前兩岸關係雖然低迷，但台商

為尋求生路，相比南進東南亞開拓市場，台
商還是寧願與國際廠商激烈競爭，留在大陸
深耕發展。大陸也不斷對台商釋出利多，包
括國台辦「31條惠台措施」，以及廣州、浙
江等各省市也持續釋出更多惠台政策，與東
南亞相比，大陸更符合台商的需要。

陸方為台商增設展館
何玲玲表示，因此台商對於大陸首屆進口
博覽會的參與度相當踴躍。但世界各地參與
展商眾多，大陸方面雖又特別追加了一個館
安排台商，但場地仍然不足。儘管台灣展區
範圍已是馬來西亞等地展區的2到3倍大，

但許多台商仍無法入展。目前已有許多台商
向她表明，希望參加明年舉行的第二屆進口
博覽會及安排展位。
何玲玲認為，大陸官方現在更願意直接跟

台商接觸，而非透過台灣官方平台，徹底落
實「民間先行」，這也將為台商帶來許多機
會與商機，例如由高雄世貿協會帶領來大陸
參展的台商都反映參展效果良好。未來5
年，大陸將進口超過10萬億美元的商品，
進博會將會是台商未來搭上大陸經濟發展列
車的最佳平台之一。

走「高價優質」路線
至於台灣如何與國際廠商競爭？何玲玲認

為，兩岸關係雖然差，但大部分大陸民眾對於

台灣仍然抱有情感，只要廠商在商品上用心發
揮台灣特色元素，就不怕與國際產商競爭。此
外，她指出，大陸高端消費群眾多，與會台商
參展都不走低價位，而是與其他參展商共同打
一場高價位的戰爭，這將是台灣品牌突破的最
好機會，台商都應該好好把握。
何玲玲還表示，參展的台商都將有望與更

多不同的、來自各地政府的採購商接洽。金

蘭食品大陸事業部總經理鄭憲鴻指出，已和
福建方面談妥未來2.5億元（人民幣，下
同）的採購訂單。他說，大陸醬油市場每年
超過 350 億元，金蘭 2017 年銷陸總額約
5,000萬元，仍有成長空間，且台灣純釀醬
油較大陸一般市面醬油釀造時間長，風味更
好，因此定價為台灣的2.5倍，並鎖定中高
端市場，和競爭對手作出區隔。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央社報道，台灣「疾管署」昨天宣佈
出現本流感季首2例死亡個案，分別為一名8歲女童及一
名65歲婦女，均未接種流感疫苗，發病後2天內過世，提
醒符合資格的民眾盡快接種公費流感疫苗。
台「疾管署副署長」莊人祥昨天表示，台灣上周（10

月28日至11月3日）類流感門急診就診為54,206人次，
較前一周略升，但比9月就診人次略低。他指出自10月1
日起的本流感季，共出現48例流感併發重症病例，以感
染H3N2病毒居多，共有29例，佔60%。上周新增2例
感染A型流感的死亡病例，病毒株為H1N1，是本流感
季首2例流感死亡個案。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台灣媒體報道，
因不滿民進黨當局面對國際壓力無力護
漁權，甚至自祭罰款，台灣多個漁港的
2,000多名漁民昨日清晨北上抗議，一
路灑紙錢表達走投無路的困境。
歐盟2015年10月對台灣遠洋漁業舉
黃牌，將台灣列為打擊非法捕撈漁業不
合作對象。若未改善轉入紅牌，將衝擊
台灣漁業產值及產業從業人員生計。此
外，針對國際組織批評台外籍漁工權利
受壓迫，台當局也祭出不利於漁業的勞

工規定，引起漁民不滿。
為消除黃牌警告，台當局火速修訂遠

洋漁業法規，業者若有重大違規，最高
將處3,000萬元（新台幣，下同）罰
鍰。

盼蔡覺醒聽取意見
高額罰鍰讓漁民苦不堪言，2,000多

名蘇澳、琉球、東港等地漁民昨日清晨
乘車到台北，於「農委會」集結抗議，
並在中國國民黨民意代表陪同下舉行

「官逼民反」記者會，控訴當局無力守
護台灣漁權，屈從日本自我限縮，並痛
批遠洋漁業罰則對漁民祭出高額罰款。
下午1時30分，漁民一邊遊行一邊灑紙
錢前往台灣地區立法機構繼續表達訴
求。
「漁民自救會」總幹事王新展說，漁

民是最支持蔡英文的，但她卻對漁民漠
不關心，漁業罰則上路至今已經罰了漁
民12,000多萬元，讓漁民走投無路。
王新展表示，這是漁民第一次走上街

頭，盼蔡能覺醒，聽取漁民的心聲，不
要再拿過於嚴苛的「漁業三法」處罰漁
民。
「漁民自救會」提出訴求，包括調整

罰鍰、取消漁工逃脫6個月限制僱用規
定以利漁船出港作業、強力護漁、讓漁
業不適用「勞基法」等。對此，「農委
會」漁業署表示，對遠洋漁業作業違
規、漁獲回報不實重罰，是順應國際潮
流，漁業署會加強對個別違規漁民輔
導。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投
訴協調局局長王剛昨日在江蘇
蘇州表示，對台胞、台商的權
益保護工作要走法治化、多元
化道路，多發揮法律調解、仲
裁的作用。據他介紹，目前越
來越多台商願意利用仲裁方式
解決糾紛，台商對大陸仲裁公
正的認同率也逐步增高。
商務部統計數據顯示，今年

1月至8月大陸共批准台資投
資項目3,265個，同比增長了
29.6%。2017年海峽兩岸貿易
額達到1,993億美元，截至去
年底台商對大陸投資額累計超
過671億美元。台商依舊是推
動大陸經濟發展的一支重要力
量。
「部分地區依舊存在招商工

作不規範的現象，加上大陸用
工成本上升等問題，涉台糾紛
仍時有發生。」王剛表示，協
調涉台糾紛一定要依法辦事，
「要讓台商知法守法、在商言
商，讓台商增強對大陸法治環
境的認同。」
王剛同時強調，各地台辦對

台商的權益保護工作要走法治
化、多元化道路。他透露，台
商對大陸仲裁公正的認同率已
達到較高的水平，「越來越多
的台商願意通過仲裁的方式解
決糾紛」。

■台灣金蘭
醬油首日已
經與買主談
妥 採 購 意
向。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