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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頂新憑劣油獲利38億 法院裁定賠受害人10億 年內難談貨貿
台盼APEC商ECFA後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經濟部長」杜紫軍30日表示，

繼9月中旬第九輪兩岸貨物貿易談判後，兩岸談判團隊並未再進行會
談，今年底前舉辦第十輪貨貿談判的機會很低。希望在亞太經濟合作
組織（APEC）部長級會議與大陸商務部部長高虎城討論兩岸經濟合
作框架協議(ECFA)後續議題。但討論議題目前還未確定。這將是杜紫
軍任台「經濟部長」後，首度與高虎城會面。
杜紫軍說，通常正式談判前會讓個別產業小組以小規模的方式先
談，就技術層次部分先討論，再進行幾次正式的工作會議效果較好。
由於大陸商務部近來忙於籌備2014年APEC年會，兩岸自上次貨貿
談判結束後，並未舉辦任何一次會議，視訊會議或文件傳真交換也都
沒有，年底前不大有機會再舉辦第十輪貨貿談判。
外界盛傳，中韓FTA很可能在此次APEC年會上有重大進展，或是
年底前有望簽署，使得兩岸貨貿談判的時間壓力持續逼近。對此，杜
紫軍表示，仍維持貨貿不晚於中韓FTA簽署後半年完成的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第十九屆兩岸金融合
作研討會29、30日在台北舉行，與會台灣業者指出，
台灣人民幣存款已超過3000億元，還有翻倍向上增長
的可能，希望兩岸金融相關政策持續開放，台灣能進
一步參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台灣業者指出，若以人民幣存款滲透率計算，台灣

潛在人民幣市場應該上看人民幣6000億元。台灣一些
金融業高層呼籲，希望兩岸金融相關政策可持續開
放，並期待提高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相關額
度，讓現在與未來的台灣人民幣存款有完整的去化管
道。

人行：支持台離岸人幣市場
目前台資銀行去化人民幣資金的管道主要以轉存在
清算行為主。根據中國銀行台北分行統計，台灣約有8
成的人民幣存款都轉存在該行。事實上，台資銀行也
正積極爭取放行千億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額

度，此外並爭取擴增在台商比較多的據點，開辦人民幣授信業務。
對此，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金玫表示，人行接

下來將進一步擴大兩岸跨境人民幣結算，拓寬台灣人民幣的回流使
用管道；進一步順暢人民幣雙向融通管道，支持台灣境外機構投資
大陸銀行間的債券市場，並進一步在大陸發行人民幣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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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地檢署30日同步偵
結頂新案，總計起訴

魏應充等17名被告，犯罪
所得逾38.3億元。其中嘉義地檢署起訴涉摻偽豬油多年的永成、
久豐兩公司共4名業者，請求從重量刑；台南地檢署則起訴涉將飼
料油售給正義混充食用豬油的鑫好公司及其負責人吳容合。

另涉逃漏稅 檢方同時提訴
彰化地檢署查出頂新製油公司疑從越南進口飼料油，然後再

製作成食用油出售，認定魏應充與相關被告涉犯食品安全衛生
管理法、刑法詐欺取財、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等罪，犯罪所
得高達4億4163萬元，構成60次詐欺罪、79次加重詐欺罪，對
魏應充求刑30年。彰檢還查出魏應充另涉逃漏稅及故意遺漏會
計事項不為紀錄案，漏開金額達7億3000多萬元，涉犯違反稅
捐稽徵法及商業會計法，也同時提起公訴。
法界人士指出，魏應充在各個劣油案涉及多項詐欺犯行，未

來陸續判刑定讞後，將定合並應執行刑，最高上限30年。

由腎臟科醫生江守山創辦的「江醫師の魚舖子」，店內產品
因使用頂新集團旗下的正義油品而被波及。江守山30日要求正
義、頂新集團魏家4兄弟連帶賠償10億元，並到台北地方法院
聲請支付命令，獲法院裁准。預料控辯雙方未來將有激烈攻
防。

頂新：不變動台北101股權
另外，台灣各界要求頂新魏家全面退出台北101及台灣的聲

浪不斷，魏應充28日辭去台北101副董事長及總經理職務後，
「財政部」呼籲頂新集團出售台北101股權。頂新集團30日表
示，沒有變動台北101股權的意思。目前魏家仍是台北101第
二大股東、握有5席董事。

「財政部」對頂新集團下達查稅令，由「國稅局」成立專案
小組，針對頂新集團旗下所有事業全面查稅。目前已透過金
流、物流及資訊流，全面掌握頂新集團及相關企業的課稅資
料，一旦認定頂新情節重大，將依稅捐稽徵法規定，追回違章
所屬年度的租稅優惠及獎勵。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頂新集團涉劣質食用油案，彰化、高雄、

嘉義、台南及台北地檢署30日同步偵結。彰化地檢署起訴頂新製油前董事長

魏應充涉犯數十項詐欺罪，求刑30年。台北地方法院30日則裁定，要求涉

及魏應充4兄弟及正義公司賠償受害者10億元（新台幣，下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以無黨籍身份參選基隆市
長的基隆市議長黃景泰，涉嫌詐取公款被法院羈押將滿2
個月，基隆地檢署30日早聲請延長羈押，獲法院裁准延押
2個月。雖然其胞弟黃景南表示要提抗告，但外界估計可能
一直到11月29日投票日，黃景泰都未能獲釋，只能在牢中
競選市長。

涉貪仍參選 致藍營分裂
近百名支持者一早到場聲援，呼籲釋放黃景泰。現場可

見，黃景泰面容明顯消瘦。
基隆地方法院審酌檢方出具的新事證後，認為黃景泰以

假憑證詐取公款，仍
有多位證人與共犯未
到案，重罪、湮滅證
據等羈押理由尚未滅
失，仍有羈押必要，
決定延押2個月，並
禁止接見、通信。
本次基隆市長選舉共有6人參選，主要參選人包括民進

黨林右昌、國民黨謝立功，原為國民黨的黃景泰雖涉弊案
仍堅持參選，導致藍營分裂。黃景泰確定延押後，將無法
在選前離開看守所，投入基隆市長競選。

五地同起訴五地同起訴
促囚魏應充促囚魏應充3030年年

黃景泰涉貪延押 牢中選市長

香港文匯報訊 據《聯合晚報》報道，隸
屬於台灣政治大學預測市場研究中心的未
來事件交易所，30日舉辦「九合一」地方
選舉倒數30天的預測報告，針對國民黨現
在執政縣市預測，推估台北市、台中市、
基隆市、澎湖縣等，因當選機率和得票率
均落後，有可能在年底選舉失去江山；而
南投縣、新竹縣、嘉義市則仍由國民黨領
先，但差距小，最後票數可能非常接近。

「九合一」預測
藍營恐失台北台中

■■黃景泰黃景泰（（右右））在法警戒護在法警戒護
下下，，步出看守所步出看守所。。 中央社中央社

■因使用頂新牛油而下架的新竹
市奶油產品。 資料圖片

■■魏應充步出法警魏應充步出法警
室室，，準備進入移審準備進入移審
庭庭。。 中央社中央社

■■台灣希望進一步參與人民台灣希望進一步參與人民
幣國際化進程幣國際化進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學童書包超重學童書包超重

減負負渴求

另類中介為富商篩選「小三」

小學文憑的遼寧省瀋陽市市民劉福龍從事木匠行業30
餘年，在沒有圖紙沒有方案沒有專人指導的情況下，歷時
3個月，花近萬元人民幣，自己設計研發一輛木質環保型
電動私家車。此車充電一次可連續行駛20公里，最高時
速達每小時30公里。 ■國際在線

2828日下午日下午，，趁着小學放學趁着小學放學，，記者走進記者走進
了四川成都市了四川成都市多個小學，隨即抽檢

各年級學生書包的重量。

年級越高書包越重
據檢測，兩名一年級學生的書包重量分別
為3.5公斤和3.8公斤，一名二年級學生的為
4公斤，一名三年級學生的為4.2公斤，一名
四年級學生的為7.2公斤，兩名五年級學生的
分別為6.8公斤和6.9公斤，一名六年級的為
6.9公斤。「因為年級越高，要學的科目越
多，課本練習冊也會越多，所以年級越高書
包越重。」一位老師解釋說。
在抽樣檢測中，最重的是一名五年級學生

的拉桿式書包，總重量達7.8公斤，成人一手

提起都有點困難。「確實有點重，不過是拉
桿的，還好不用一直背着，拉着走就行
了。」10歲男孩笑着說。
在重量較重的幾個書包裡，語

數外三門的課本和練習冊較多，
而其中一個男生的筆袋都有0.4公
斤重，裝了14支筆，多支筆芯、
3塊橡皮和兩套圓規。不過，
單品最重的還是書包，一個拉
桿的書包重量高達2.1公斤，一
個背包式的書包也重達1.8公
斤。「我媽媽說書包背面有護
頸的東西，所以比較重。」一
名一年級學生解釋說。
該怎樣為孩子們「減負」呢？有26

年教學經驗的鍾潤潔老師認為，孩子應按課
表來整理書包，不需要的課本和練習冊最好
不要裝進書包。

福建廈大西村附近的廣告牌上，最近出現了一
些牛皮癬廣告，只印有二維碼和「求桃花找九尾
狐」字樣，用微信掃一掃，一個另類的中介浮出
水面。該則廣告是37歲的謝某所貼，謝某自稱是
為富商和「小三」牽線搭橋；篩選包養對象時，
他還會要求對女方進行「電話性愛測試」，據說
是要測試性經驗。謝某自爆，他今年已成功做了
三四單「業務」。相關法律人士認為，謝某這門
「生意」有違法嫌疑。

當掃描二維碼後，謝某在微信、QQ上現身，
詢問性別、年齡、身高、學歷等信息後，要求進
行電話溝通。「我得確認你是不是大學女生。」
他詢問是結婚還是當「小三」，他說：「做『小
三』沒什麼不可以，女大學生更值錢。」
接着，謝某提出要做三次「性格測試」。「先
觀察你的性格，再看你的照片，我才好幫你找到
合適的富商來配對，如果對方挑中你的話，還要
做一次健康檢查，最後才能見面。」謝某說，
「富商沒有時間，有的見面就直接上床了。」

抽取20%「中介費」
談到中介費時，謝某說以每月富商支付費用的

20%作為中介費，如果有車或房產等，也要抽取
市值的20%。
他又說，自己之前在蓮阪一帶開「情侶會所」

和咖啡廳，兼做心理諮詢，其中就有不少「小
三」是他的客戶。今年以來，他已成功為四個富
商找到了「小三」。

■台海網

河南許昌職業技
術學院大三學生楊
振宇憑藉新發明的
智能回流比精餾裝
置，日前捧回國家
創新創業大賽一等
獎。該發明運用液
體的不同沸點進行
技術提純，可廣泛
應用於石油化工、製藥、化妝品、教育教學等領域，克服了
傳統回流比精餾裝置溫度控制精度不高、抗干擾能力差、耗
能高、效率低等缺點。
一位來自江西的玫瑰花種植大戶一直試圖從花瓣中提煉精
油，當他從大賽組委會得知這項發明後，專程趕到許昌洽
談，目前已簽訂了初步的合作協議。許昌本地也有兩家企業
看好這套技術設備，認為其成本低，操作簡便，穩定性好。
來自農村的楊振宇從小就喜愛發明創造，經常幫村民修理
各種家用電器。在2012年考入許昌職業技術學院機電一體化
專業之後，他如飢似渴地鑽研該領域的知識，才有今日的成
果。他的理想是成為優秀的工程師。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靳中興 鄭州報道

一對龍鳳
胎早產，家
人因無力承

擔救治費用而被
迫放棄治療，出
院後家人以為孩
子死了，把孩子
裝進編織袋準備
扔於山野。幸被
巡邏隊員及時發
現，救下還活着
的女嬰。日前，浙江溫州鹿城區法院一審認定張某構成遺棄
罪，判處其有期徒刑1年，緩刑2年。
27歲的張某是貴州黔西縣人，2005年到溫州後在一家鞋廠

上班，每個月收入在三千元人民幣左右。其妻吳某22歲，
2009年到溫州打工。兩人婚後一直盼望早點生個孩子。6月19
日，吳某在溫州某醫院順產產下一對龍鳳雙胞胎，兒女雙全
讓張某、吳某的家人都很開心。可是孩子的胎齡才27周，兩
個嬰兒心肺發育不良，出生後便在醫院進行搶救。
出院後，家人發現孩子全身冰冷，以為孩子已經死掉。遂
將兩名嬰兒送上山埋葬，但在往山上途中，由於傳來嬰兒的
哭聲，被巡邏隊員查獲，並控制家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白林淼 溫州報道

四川一傳媒日前就學生書包重

量進行隨機抽樣調查。調查發現

小學生書包普遍超重，最重的是

一名五年級學生的拉桿式書包，

總重量達7.8公斤，成人一手提

起都有點困難。僅是單件書包已

重達2.1公斤，約佔總重量四分

之一。醫生稱，書包重量應控制

在孩子體重的15%以內，否則會

造 成 駝 背 或 脊 柱 側 彎 。 、

■《華西都市報》
警聞哭聲救袋中女嬰警聞哭聲救袋中女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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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車狂「飆」

■■最重的抽樣書包重量最重的抽樣書包重量
為為77..88公斤公斤。。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楊振宇（左）和老師一起在做實驗。
網上圖片

■謝某在咖啡廳裡侃侃而談其另類生意。網上圖片

■正在醫院治療的女嬰。 網上圖片

■諷刺學
童書包過
重的網上
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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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發明提升花瓣煉油精度新發明提升花瓣煉油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