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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遠東集團在陸企業違法違規被處罰

不容「台獨」金主吃飯砸鍋
遠東在陸公司 屢被行政處罰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賀鵬飛、朱燁、
新華社及環球網報道，近期，上海、江蘇、

國家中小企業發展子基金旗下官方備案企業徵

江西、湖北、四川等五省市有關執法部門開

信機構天眼查的記錄顯示，遠東集團在大陸投資

展執法檢查，發現台灣遠東集團在當地投資

的多家子公司頻繁遭受行政處罰。

的化纖紡織、水泥企業存在一系列違法違規

遠紡工業（無錫）有限公司
今年有 15次行政處罰記錄，例如：

行為，依據國家法律法規對涉事企業採取罰
款、追繳稅款、限期整改等措施，並收回該

●台灣遠東集
團旗下亞東工
業（蘇州）有
限公司外景。
網上圖片

企業閒置建設用地。遠東旗下亞洲水泥（中
國）控股公司（以下簡稱亞泥）轄下子公司
也在新聞稿中指出，相關罰款金額共計約人
民幣 5,212 萬元。
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 22 日應詢指出，我們
歡迎支持廣大台胞台企來大陸投資發展，將

遠東服裝（蘇州）有限公司
今年有 6 次行政處罰記錄，例如：

繼續依法保障台胞台企的合法權益，但絕不
允許支持「台獨」、破壞兩岸關係的人在大
陸賺錢，幹「吃飯砸鍋」的事。廣大台商台
企要明辨是非，站穩立場，與「台獨」分裂
勢力劃清界限，以實際行動維護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
●台灣遠東集
團旗下亞東石
化（上海）有
限公司外景。
網上圖片

新華社報道指出，遠東集團的上述企業的違法違規行
為涉及環保、土地利用、員工職業健康、安全生產

及消防、稅務、產品質量等方面，遠東集團涉事企業承認
存在違法違規事實，已繳納或正按程序繳納罰款及稅款。
查處違法違規問題仍在進行中。
對於有記者提問，近日國台辦公布「台獨」頑固分子清單
並表示依法對「台獨」頑固分子及其關聯企業和金主實施懲
戒。請問這兩件事有無關聯？朱鳳蓮答問時作上述表示。
朱鳳蓮表示，「台獨」頑固分子謀「獨」言行惡劣，嚴
重破壞兩岸關係，嚴重危害台海和平穩定，嚴重損害兩岸
同胞共同利益和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對他們及其關聯企業
和金主必須依法懲戒。

遠東集團在陸二級企業至少 30 家
作為台灣五大家族企業之一，遠東集團的投資涵蓋石化
能源、聚酯化纖、水泥建材、百貨零售、金融服務、海陸
運輸、通訊網絡、營造建築、觀光旅館等眾多領域。根據
遠東集團發布的官方資料，其最早於 1993 年即在上海投
資太平洋百貨有限公司，此後投資版圖迅速擴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了解，目前遠東各大事業群在大陸直
接投資的二級企業至少有30家，其中，遠東集團在江蘇投
資的企業主要集中於化纖紡織行業。化纖紡織是遠東集團賴
以起家的產業，也是此次被大陸方面查處的兩大領域之一。
遠東集團在大陸投資的二級企業中，化纖紡織領域共有9家，
其中6家位於江蘇、2家位於上海、1家位於湖北。
香港文匯報記者 22 日致電遠東集團在江蘇投資的多家
企業，對方均表示不便就遭受查處一事予以回覆。不過記
者查詢國家中小企業發展子基金旗下官方備案企業徵信機
構天眼查的記錄，發現遠東集團子公司遠紡工業（無錫）
有限公司僅今年就有 15 次行政處罰記錄，遠東服裝（蘇
州）有限公司今年也遭受過6次行政處罰（見表）。

●5 月，該公司因為 30 升汽油儲存現場無安全警示標識
和安全設施，儲存危險化學品的儲存方式、方法或者
儲存數量不符合國家標準或者國家有關規定，被蘇州
市吳中區應急管理局罰款6.1萬元。
●6 月又因「在廣告中使用絕對化用語」，被蘇州市吳
中區市場監督管理局罰款25萬元。
●6 月，未如實向所在地衞生行政部門申報危害項目，
以及未按照規定組織王莉等 510 人進行上崗前的職業
健康檢查，被蘇州市衞生健康委員會處以 28 萬元罰
款。
●7 月，該公司又因行政違法被蘇州市生態環境局罰款
10萬元。

亞東工業（蘇州）有限公司
近年有 3 次行政處罰記錄，例如：
●2017年10月，該公司因浸膠車間建築面積減少672.03
平方米，冷凍站建築面積增加 306.24 平方米，被蘇州
市規劃局罰款6.4萬元。
●2017 年 12 月又因惡臭氣體排放超標，被吳中區環境
保護局罰款10萬元。

化纖水泥企業：虛心面對防止再發生
據台灣媒體報道，遠東集團旗下化纖紡織企業遠東新世
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遠東新）表示，大陸執法部門
發現遠東新在環保、消防安全等領域部分項目不符規定，
開罰人民幣 3,650 萬元，遠東新將虛心面對，防止類似情
形再發生。
此外，遠東旗下亞洲水泥（中國）控股公司（以下簡稱
亞泥）轄下子公司也在新聞稿中指出，相關罰款金額共計
約人民幣5,212萬元。
遠東新稱，所屬事業也已針對缺失事項逐一列表專案管
理，並依規定逐項改善。目前已改善 98%，其餘 2%預計
將在年底完成改善措施。遠東新還提到，此次事件對財務
及業務無重大影響，相關罰款、追繳稅款均依規定繳納，
目前大陸化纖紡織事業均正常營運，遠東新將虛心面對，
防止類似情形再發生。亞泥則表示，已針對缺失事項列表
專案管理，將逐項改善。

●3 月，因對 1,137 噸保稅棉花與同等數量非保稅棉花調
換的行為而被罰款 115 萬元，以及對 9,721 噸保稅棉
花與其他保稅棉花以及一般貿易進口棉花調換的行
為，而被罰款100萬元。
●6 月，該公司因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
法》，被無錫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無錫市新吳
區）市場監督管理局處以 339.7 萬元（人民幣，下
同）的罰款。

遠東集團旗下亞東石化（上海）有限公司
●台灣遠東集
團 於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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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 月，因在生產安全事故隱患排查治理中，對暫
不能整改的隱患未制定相應的安全防範措施等違法行
為，被上海市應急管理局罰款33萬元。
●7 月又因未按照規定及時、如實向衞生行政部門申報
產生職業病危害的項目等違法行為，被上海市衞生健
康委員會罰款15萬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賀鵬飛

警告
「綠化」
台企 不影響台商正常投資
台灣遠東集團於大陸的化纖紡
織企業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
/1
在環保、消防安全等領域違法違
規，被罰 3,650 萬元人民幣。專家
分析指出，大陸今次動作意在警
告被「綠化」、與「台獨」分子關係親密的台灣企
業，可視為日前國台辦宣布對蘇貞昌、游錫堃、吳
釗燮等極少數「台獨」頑固分子實施懲戒的後續措
施，但此舉不會影響到台商在大陸的正常投資，大
陸仍然是台胞、台商的最佳選擇，有專家對香港文
匯報表示。

政治獻金投機兩邊
根據台灣媒體此前披露的 2016 年民意代表選舉的
政治獻金結構，261 位候選人共收政治獻金 281.7 億
新台幣，企業捐贈佔 32%。捐贈金額前五大集團分
別為遠東、裕隆、和信、潤泰、仰德，捐贈金額超
過 100 萬元新台幣的 255 家公司中，有 74 家隸屬五
大集團。其中位居榜首的是遠東集團，捐贈5,310萬

元新台幣佔營利事業政治獻金總額的 6%。台灣《天
下雜誌》分析，遠東集團捐給藍營和綠營的金額幾
乎一樣多，捐藍比捐綠，只多 40 萬，可以說是投機
兩邊。
裕隆集團超過七成捐給藍營，和信集團全部捐給
藍營，潤泰集團同樣是捐藍大於綠，仰德是前五大
集團中唯一捐綠大於藍的集團。
著名兩岸問題專家、閩南師範大學兩岸一家親研
究院名譽院長王建民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蔡英
文在 2016 年參加大選時，常私下與企業界舉行「閉
門餐會」，已經形成一批較為固定的親綠工商界企
業。民進黨的工商界等社會團體捐款也遠高於國民
黨，可以看出民進黨與商界關係的密切。在王建民
研究過的「台灣政商家族」中，遠東集團無疑是民
進黨當局背後的大金主。
王建民表示，遠東集團與民進黨當局關係非常密
切，其董事長徐旭東也與蔡英文保持往來，配合蔡
英文的諸多動作。較之藍營，遠東集團對綠營的投
資也相當巨大。按照日前國台辦公布的「台獨」頑

固分子名單，名單中的蘇貞昌也與遠東集團關聯甚
密，因此，遠東集團可算「台獨」分子關聯企業，
受到懲處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11 月 5 日，國台辦宣布將對蘇貞昌、游錫堃、吳
釗燮等極少數「台獨」頑固分子實施懲戒，懲戒措
施包括禁止其本人及家屬進入大陸和香港、澳門特
別行政區，限制其關聯機構與大陸有關組織、個人
進行合作，絕不允許其關聯企業和金主在大陸謀
利，以及採取其它必要的懲戒措施。
王建民認為，這是一次對支持「台獨」企業的明確
警告，若還有台商想成為「台獨」的金主，就要多多
考慮，是否要為「台獨」捨棄大陸廣闊的市場。但他
同時也表示，相信這不會影響台商在大陸的投資意願。
「投資者更多考慮的是產業的發展前景、成本高低、
以及政策鼓勵性等，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可
以給予台商如此優待的政策扶持，加上大陸的人口規
模、市場前景和產業發展優勢，大陸仍將是台商的最
佳選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

外交部：立陶宛明顯被某些大國策動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網站消息，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22 日主持例行記者會
應詢表示，立陶宛走到今天這一步，明顯
是被某些大國策動。在被問及中方是否有
同立陶宛斷交的打算時，趙立堅表示，
「接下來，大家最應該關心的是，立陶宛
究竟是要一條道走到黑，還是糾正錯誤，
亡羊補牢。」
會上，有記者問：立陶宛外交部發表聲
明稱，對中方決定將中立外交關係降為代

辦級別表示遺憾。立外交部副部長接受採
訪時稱，台灣方面在立陶宛設立「代表
處」不具有外交地位，立方希望對華關係
正常化。發言人對此有何回應？

立方必須承擔一切後果
趙立堅指出，立方不顧中方嚴正抗議和
反覆交涉，允許台灣當局設立「駐立陶宛
台灣代表處」，是在國際上公然製造「一
中一台」，開創了惡劣先例。立方公然違

背立方在兩國建交公報中的政治承諾，是
背信棄義的錯誤行徑。鑒於中立賴以建立
大使級外交關係的政治基礎遭到立方破
壞，中國政府為了維護自己的主權和國際
關係基本準則，不得不將中立兩國外交關
係降為代辦級。立陶宛政府必須承擔由此
產生的一切後果。

台當局不打自招搞
「台獨」
趙立堅表示，立方狡辯所謂「代表處

不具有外交地位」純屬欲蓋彌彰。台灣
當局妄稱，在立陶宛設立「台灣代表
處」是台灣所謂「重要外交突破」，是
一項所謂「重要外交成果」。這分明就
是台灣當局和「台獨」分裂勢力不打自
招，是他們搞「台獨」分裂行徑的有力
罪證。
趙立堅強調，立方應立即糾正錯誤，不
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的堅定意志。我們也正告台灣方面，無論

「台獨」勢力如何歪曲事實、顛倒黑白，
都改變不了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歷
史事實。企圖挾洋自重，搞政治操弄，最
終必將是死路一條。
「最後我要強調的是，立陶宛走到今天
這一步，明顯是被某些大國策動，但犧牲
的是立陶宛的利益。我們呼籲世界上其他
國家從自身根本利益出發，從國際公理和
正義出發，不要被某些大國裹挾，不要捲
入無謂的對抗。」趙立堅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