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中資搏鬥的二枚腰

經濟民主連合的七個故事

⼀�⼤����何變成中�嘉⾥⼤�

��⼤街⼩巷的�⽪「嘉⾥⼤�」�⾞��司原為

本⼟企�「⼤���」�⼤���1954年�⽴�
1990年��上市�2000年�西�中國開展跨國物
�����⽽�其於中國的��狀況並不理想�

2008年11⽉�郭鶴年旗下的�港「嘉⾥物��司」
正式�主「⼤���」�其���⼀⽅⾯利⽤⾦�

會主�的《�僑��國⼈投�證券�理辦法》法規

�洞�未經投�會（成員跨部會）���直�從證

券市場買�「⼤����司」���另⼀⽅⾯��

⼤���⼤�東「⼤佶國����限�司」��買

賣��終�得⼤���經���其�更�為「嘉⾥

⼤��司」�並�步�張���成為台灣物��的

�頭����圍������儲�港⼝�櫃���

������購�家具到府組裝���物����

物��科學��物������產���⽣鮮�售

（嘉⾥鮮�）�嘉⾥咖�（illy）。

2021年2⽉10⽇�中國「順豐���司」收購�港
「嘉⾥物��司」�半�����⼈�⼼中�是否

��滲�台灣「嘉⾥⼤��司」�雖��港「嘉⾥

物��司」於港交所發布的�告顯��台灣���

出售予「嘉⾥���司」旗下的 Treasure Seeker
Group Limited��⽽在雙⽅的�布的交易�構中
順豐�團��嘉⾥�團維�「�度共�」的關��

原本就�中國政�⽔乳交融的郭鶴年家�再�中國

順豐�團����其中國影響⼒更是不⾔可��

就在太陽��動的同⼀年�2014年9⽉23⽇�中國
在台��「中評�」�別報��由�港貿易發展局

發�的台�市�港��協會�⾏成⽴⼤會�嘉⾥⼤

��事⻑沈�桂��為�會會⻑�⽽同年六⽉�同

樣是嘉⾥⼤�的沈�桂出�台灣省汽⾞路線���

�同��會�合會理事⻑��樣的發展引�經濟⺠

主�合的�覺�天啊�原來中港��台�制台灣�

界並不是服貿協議的未來式�⽽是⾺政府對中經濟

開放不設防的現在�⾏式�

 2022 中�出�專�
經濟⺠主�合

2008年11⽉「⼤����司」�告⼤剌剌寫�「�
合台灣政府海��客��三�的政���港嘉⾥物

����限�司�投�並參�⼤��事會�為�東

結構增添港�⾊彩��⼿推展兩岸三�之物���

���」⾄���港「嘉⾥物��司」依��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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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團��順利�主⼤���成⽴嘉⾥⼤��

��得科學城物�的經����⼤的助⼒就是不

斷賣��給「同�」的�⽵���倘�沒��⽵

��⾃2007年�不斷賣��給嘉⾥�團�現�主
宰台灣物�市場的嘉⾥⼤�物��司就不會存

在��⾄紅⾊嘉⾥�團��法�中�的⼿伸�台

灣�

⽽�⽵��發家⾃�⽵許⾦德所成⽴的「仰德�

團」�仰德�團旗下擁�許��台灣⺠⽣息息相

關的事��國�品�代理��許⾦德���收⽇

產「�⽵�⾃動⾞��株式會社」�⽽成⽴「�

⽵汽⾞�����限�司」�許⾦德在在1950⾄
1960年代的�⽵政壇�更�「�⽵皇帝」之稱�
�中國國⺠黨��續��省議員⻑�21年�可⾒
許⾦德不僅在�場上成為�頭�在政治參�上�

�常積��⾃⽇本�代發跡開�到國⺠黨來台的

政經參�上�許⾦德⼀直�來都具��強的「買

辦」性質��是依附在當�者的左右�服事「主

⼈」������利益�其所作所為雖是開辦實

��但卻不曾�台灣⼈⺠的利益為�先�⽽是先

⾏為當�者����⼀點��⽵����嘉⾥�

團打�台灣市場的⾏為做對��可�看出⼀�相

傳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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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或⼤買辦�

2007年��⽵��佯裝�⼤����⼤佶國���
�限�司爭�經���實�上是在�⼈�⽬���

�港嘉⾥�團不動�⾊��旗⼤����並�⽽在

⼀年�正式�得經����個�式在2017年到2018
年間�台��司�科學城物���轉讓給�⽵物�

�司���再轉讓給嘉⾥⼤��司�完��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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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鶴年��中政治�團⽔乳交融�即使是港��其政治影響⼒�不下於中��⼗�年間�嘉⾥⼤�在台鯨

吞����張���圍���⾄�紅⾊�本������儲�������科學��物����物��⽣

鮮�產�咖���域�形同國�危��

在順豐�嘉⾥�團的收購�中�雖��港「嘉⾥物�」�告其台灣��（嘉⾥⼤�）�出售予�港「嘉⾥

��」旗下的 Treasure Seeker Group Limited��就是中國順豐並不因���台灣��；但是��港
「嘉⾥物�」另向�港「嘉⾥��」出售135億元的�儲�產�並�⼤部�⾦額作�別息⽤��每�7.28
元�嘉⾥建設仍繼續��部�嘉⾥物������事席��由�可⾒�中�港�「�度合作�共�」台�

港物���楚�現中國影響⼒�張的����⼀�除了傳�上��關���事席��財���影響⼒�協

議�制����收購�����先��再合作的⽅式����成中�利⽤港��台的效果；�⼆�物��

的�儲�����⼆者實為�⿒相依�嘉⾥�團所��留下的�儲�產�台灣���就是為求⽇��中國

順豐合作；�三�中國順豐未來在中�港���域��順豐�義經��往�則�嘉⾥物�作為順豐「國�

部」�可⾒中共政���物������⼀步強�對海�⺠間社會的�制���⼿段�

台灣順豐�中共實⾏⾔論���早已不是���嘉⾥⼤�可�就是下⼀個順豐�當��港作家�⽂�寄書

被�絕�《�果⽇報》記者�發現所��中國相關的書�都�法��順豐寄�⾄�港�除了�順豐合作�

經⺠��別�出郭鶴年家��中共政�⻑年來的緊密關��根�中國《�浪�》的報��在⽂⾰期間�中

國政府�於國��⽤�緊��⼜�⾜��匯存��郭鶴年憑�「�國⼼」�暗�裡的市場�作��價為中

國��難題�《關鍵評論�》去年6⽉4⽇報��「天�⾨事件」��西⽅各國對中國實�經濟制裁�郭鶴
年家�的�格⾥拉�店�團�嘉⾥�團卻⼤�投�中國�促成經濟�甦�中共��⼈鄧⼩平更曾��「你

和我⼀樣�都是引路⼈的⾓⾊」讚�郭鶴年對中國改⾰開放的經濟貢��2012年�郭鶴年��頒中國�視
的「中國經濟年度⼈物終�成就�」�被稱為「中國的⺠�企�家」�郭鶴年受�港《⼤�報》採訪��

更曾直⾔�「我的⼼�成兩��⼀�是�我⽣⻑的國家⾺來西亞�⼀�是�我⽗⺟⽣⻑的家鄉中國�」

�「嘉⾥物�」官�記載�郭鶴年的兒⼦郭孔��不只是�港「嘉⾥物�」�事⻑�⾃2010年1⽉�出��
港「嘉⾥��」�事�且為現��事⻑；��是本�收購�中��中國「順豐��」�約�售出�港「嘉

⾥物�」的�港「嘉⾥建設」⾏政�裁��順豐�事⻑王衛同台宣佈「�度合作�共�」�即便在��結

構上�未來可���嘉⾥⼤�的�港「嘉⾥��」在現⾏法規上不直�被��為中��但�事⻑郭孔�的

�中�景同樣明確��曾於2017年�港�⾸��中��開⽀�林�⽉��並於隔年�林�同⾏訪問中國國
家主席��平��祝「中國改⾰開放四⼗�年」�

嘉⾥�團的⼤�闆郭鶴年⻑期�制我國物���掌握⼤量產品�路���但在�港�郭鶴年竟�加�由�

建�����所召�的�戰組織「�港再出發⼤�盟」��合中共政��打擊�港⺠主��⾄在2021年⼩
年夜�中國「順豐��」宣布�收購嘉⾥⼤�的�港⺟�司「嘉⾥物�」51.8%���負責⼈王衛並且宣稱
未來中國順豐��嘉⾥�團「�度合作�共�」�

⼆�中國影響⼒證明

郭鶴年，心有兩辦，一半在馬來西亞，一半在中國，支援中國砂糖，央視民族資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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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團�順豐共��港�變中�

中國收購嘉里大榮的香港母公司，金管會、國安會應當拿出對策

經濟⺠主�合��向各界���掌握台灣物���頭嘉⾥⼤�經��的港�郭鶴年��中共政����並

於2020年5⽉加��建�����召�的�戰組織「�港再出發⼤�盟」�經⺠�智庫召�⼈�中強並曾
於⾦�會副主�許永欽�國�會官員在場的�開研討會上�當⾯提�政府對於�中港��制台灣物��的

未來演變�可��險�預為因應�

2021年2⽉10⽇�中國「順豐���司」(�圳交易所��代�002352）�台灣嘉⾥⼤�的�港⺟�司「嘉
⾥物��司」(�港交易所��代�00636)於�圳交易所��港交易所�告�「順豐���司」��現⾦
⽅式收購「嘉⾥物��司」51.8%���作價175.55億港元�

嘉里大榮長驅直入台灣市場，中資影響力滲透海陸空

中國「順豐���司」�事⻑王衛2021年2⽉10⽇在出席記者招�會�明順豐�嘉⾥�團交易的⽬的��
�對兩者的未來關��做了�⼀步�明� 根��港01�信報兩家�港��的報��我們整理出�下�點事
實�

（⼀）王衛表���界理�是��約⾏動為「收購」�但��為是�度合作�是因為嘉⾥⼀⽅信�順豐�

信�王衛�⽽�嘉⾥物���的���放���形容�未來的�理形式是「共�」�⽽��由順豐�理�

（⼆）順豐��⾸席戰略官陳⾶�����約�為三部�構成�⾸先是順豐�每�18.8元收購嘉⾥物��
�的51.5%��；其�是嘉⾥物���向嘉⾥��出售135億元的�儲�產�並�⼤部�⾦額作�別息⽤
��每�7.28元；同�嘉⾥物����向嘉⾥��出售台灣所����
（三）王衛提到�當順豐�嘉⾥物���合作成功�嘉⾥物��會�當順豐的「國�部」�意味中港��

�的����嘉⾥物�經��

�結�上發⾔�⼀個中港��度合作「共�」台�港物��的����楚浮現出順豐�團�嘉⾥�團合作

的五項意義�

（⼀）中�順豐�團�港�嘉⾥�團間之真正關��並�單⽅收購�⽽是雙⽅�度合作�「共�」物��

�之關��

（⼆）對物��⽽⾔��儲�����⼆者�⿒相依�各�物���須相互合作�嘉⾥�團�留�儲�產

�台灣��(由嘉⾥物�出授予嘉⾥��)�並拿來�順豐�團�⾏未來的「�度合作」�「共�」�
（三）順豐�團未來�成為亞��⼤物��團�中港���順豐�義經��中港���的���嘉⾥物�

作為順豐�團的「國�部」�

（四）在�港�中共��加強對�港社會直��制���中�動期間�許�抗爭物�(��防�⾯具���
帽�)��海��⾄�港抗爭�線�物���演關鍵⾓⾊�由順豐�團�代嘉⾥�團�制嘉⾥物��事會�
�意味中共��加強對�港社會直��制�未來街頭抗爭物���抗書��⾄�店�品�都會受到�⼀步

的檢��限制�

（五）在台灣�中共��順豐�團�嘉⾥�團間的「�度合作」�「共�」���嘉⾥⼤��布�台灣的

���路���⼀步掌握台灣⺠眾的�費�慣�廠���客戶�單；並且在未來�間成熟��開�對台

獨��中⼒量�⾏�準打擊(攔���載�定�品)��或在中�⾼度競爭的��訊產��⼲��國供應�旗
下台厰�品之���

�是確確實實的台灣國�危��⽽其�因是2008年11⽉�郭鶴年旗下的�港「嘉⾥物��司」利⽤⾦�會
主�的《�僑��國⼈投�證券�理辦法》法規�洞�未經投�會(成員跨部會)���直�從證券市場買�
「⼤����司」���



三�市場影響⼒�明

根�2020年嘉⾥⼤�物����限�司在�東會上所提出的年報�嘉⾥⼤�物�在該年度的��額⾼�
123億元�其物�量�3814仟噸之��旗下員⼯����5681⼈�嘉⾥⼤��團在�台共�六座�轉��
度中⼼�⼗座物�中⼼�五⼗⼆個��站�⼀百個��站所��兩百�⼆個���點�整個嘉⾥⼤�物�

�司的��⾞�共�四千五百��上�由���可�⾒到嘉⾥⼤�物��司規�⼗��⼤�縱使因為疫�

旗下的員⼯����部���收��所衰��但���額相較於2019年度上漲百�之四���淨利更�百
�之⼗⼀的成⻑�

⽽嘉⾥⼤��司在台灣的事�野⼼��不僅限於物�相關事���們真正的⽬�是同�掌握物���路�

�⼀點從嘉⾥⼤�開拓鮮果�咖�市場即可看⾒�

嘉⾥⼤�在2017年�徠徠徠仙�共同成⽴「嘉⾥鮮�」�正式�軍鮮果���路市場�並�建「家裡購」
��平台�賣�果��品�由�可�⾒到嘉⾥⼤���可�利⽤⾃�物���來��原先�託�們��的

�果⼩��爾�再跟��⼩��訂合作�約�來使��供應�放�原先合作的�路�轉⽽�嘉⾥鮮果合

作���使得具�中��景的嘉⾥⼤�物��司再�步⼀��制台灣的�路市場�倘�物���路都被中

國�本所掌握�那中國便�完�掌握台灣的經濟命��不可不慎�

除了�軍�果產��在2020年嘉⾥�團�在台灣代理�⼝「illy」義⼤利咖�品��除了�賣⼀��費�
的�售咖�⾖�即溶咖���囊咖�����更��賣專供��⽤的�⽤桶裝咖�⾖�顯⾒其對於咖�事

�的野⼼不僅於�售⽽已�⽽是期���⾃�物�產�的��來掌�台灣咖��發市場�

除了在本�上的積�推��嘉⾥⼤�的�事⻑沈�桂�是台�市�港��協會的�會會⻑��曾�台灣省

汽⾞路線����同��會�合會的理事⻑�顯⾒其在整個物�產�乃⾄於港��團中握��⼤的話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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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的⾏動

嘉里大榮召開股東會，經濟民主連合提三大質疑

經濟⺠主�合曾於嘉⾥⼤�於2021年7⽉20⽇所召開的�東會��書⾯⽅式提出三⼤質��

（⼀）兩億元�⼈投���何買��⼗億元嘉⾥⼤����

（⼆）嘉⾥⼤��明年可否不再⾎汗�

（三）嘉⾥⼤�獨��不可兼��⽵物��事�

兩億元外人投資，如何買進七十億元嘉里大榮股票？

嘉⾥⼤��⼤�東台灣嘉⾥投����限�司（�稱嘉⾥投�）���嘉⾥⼤�183,276,410��39.25%
��之���成本⾼��⼗億元�我們質��嘉⾥投�登記之�本僅兩億元��何�得成本⾼��⼗億元

的嘉⾥⼤����根�嘉⾥⼤�供給交易所「�開�訊�測站」記載之��設質���其��設質�為

「�」；�表�完�沒�拿嘉⾥⼤�的��向銀⾏借��那�嘉⾥投�那六⼗�億元的�額由誰提供�是

否涉�中���⾦來源是否�中國順豐���關�

從�上���析�根�《�國⼈投���》�四��三�之規定�「對�⼆�所投�事�提供⼀年期�上

貸�」視為投��嘉⾥投�是否涉�對投�會申報不實�⼜根�《證券交易法》�四⼗三�之⼀規定�

「�何⼈單獨或��⼈共同�得�⼀�開發⾏�司已發⾏���額超�百�之⼗之��者�應向主��關

申報��告；申報事項��變動��亦同��關申報�得��之���⽬的��⾦來源�變動事項��

告�期限�其�應�⾏事項之辦法�由主��關定之」�台灣嘉⾥投�是否涉�對⾦�會證期局申報不

實�

嘉⾥⼤��明年可否不再⾎汗�

嘉⾥⼤�2020年�東會年報的「環�⽀出�訊」中記載�「本�司�其關�企�因⾞���所受��」�
關�企��⼦�司���檢討；�⽽在「��關�」的��紀�中僅�出「本�司因��糾�」�開罰之

紀��詳細訊息為「2020年2⽉11⽇⾼市��字�10930731400����基法24��開罰四�元」�其它
關�企��⼦�司���⼯法�之記�則�失�蹤�

實�上�從�動部�站上�詢便��楚看到��五項嘉⾥⼤�⼦�司於2020年���⼯法�之紀��項⽬
包括「�⻑⼯作�間未依規定加給⼯�」�「未依規定給予�別休假」�「�⻑⼯作�間超�法�規定」

��江旻��評�嘉⾥⼤�不想讓�東�社會看到其⼦�司���⼯法�紀���何期��會檢討改��

嘉⾥⼤�刻意在年報中刪除⼦�司���動法�紀��會不會��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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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里大榮獨董，不可兼任新竹物流董事

嘉⾥⼤��東會討論事項「�除�事�其代表⼈競��⽌之限制�」��嘉⾥⼤�獨��盈助兼��⽵物

��事�關�經⺠�智庫召�⼈�中強表���⾏為根本�法�根本不應該討論�理由包�「�損獨⽴�

事的獨⽴性」�「���平交易法�合⾏為�⽌規���」�

我們看到《�開發⾏�司獨⽴�事設置�應��事項辦法》�三�規定�「�開發⾏�司之獨⽴�事於執

⾏���圍�應��其獨⽴性�不得��司�直�或間�之利�關��應於���⼆年���期間�下�

�事之⼀�…五�直����司已發⾏����百�之五�上����五�或依�司法�⼆⼗���⼀項
或�⼆項�派代表⼈���司�事或��⼈之法⼈�東之�事���⼈或受�⼈�」

根�嘉⾥⼤��東會年報之記載�該�司�四⼤�東盈�國�投����限�司（4.06%）���⼤�東
�⽵�����限�司（2.03%）���⼤�東景德勝���限�司（1.84%）�受同⼀企�即�⽵物�
���限�司�制�合計��7.93%�且�⽵物�⼦�司�⽵��已依《�司法》�⼆⼗��派�代表�
⽂���嘉⾥⼤��事��盈助實為嘉⾥⼤�實質⼤�東�⽵物�的代表�已喪失獨⽴性�⾦�會依法應

予���

其��嘉⾥⼤���⽵物�（�⽵��）彼�間是競爭關��為了維�市場競爭效��《�平交易法》�

⼗五���⼗四��⽌企�為�合⾏為�「事�不得為�合⾏為」�「本法所稱�合⾏為��具競爭關�

之同⼀產��段事����約�協議或其�⽅式之合意�共同�定�品或服�之價格��量�技��產

品�設��交易對��交易��或其�相互約束事�活動之⾏為�⽽⾜�影響⽣產��品交易或服�供�

之市場功�者��項所稱其�⽅式之合意���約�協議��之意思�絡�不問��法律拘束⼒�事實上

可��共同⾏為者�」

�盈助⼀⽅⾯參�嘉⾥⼤��事會關於服�價格（�費）的制定�⼀⽅⾯⼜參��⽵物��事會關於服�

價格（�費）的制定；�⽵��⼜�派�⽂�出席嘉⾥⼤��事會參�服�價格（�費）的制定��已�

�《�平交易法》�⼗四���⼗五��⽌�合⾏為之規定��平會應依法���

整件事�更�⼈�奇的是�Kerry Logistics (Taiwan) Investments Limited（�屬維京群島�嘉⾥物
� (台灣) 投��限�司）���嘉⾥投�（39.25%）�同利投����限�司（8.16%）�⼤佶國��限
�司（5.99%）�制嘉⾥⼤��半���；其中同利投����限�司⼜由�⽵物���23%，Kerry
Logistics (Taiwan) Investments Limited��77%�顯���⽵物�跟嘉⾥⼤�的關��絕�單純�

與中資搏鬥的二枚腰：經濟民主連合的七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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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運輸涉及國安，紅色嘉里、血汗嘉里，不要碰

經濟⺠主�合�⽴法�員邱顯智在2021年4⽉14⽇共同召開記者會�出�嘉⾥⼤��去�年��⼗���
《�動基準法》�《�⼯��衛⽣法》的惡劣紀��且嘉⾥⼤�的�港⺟�司不僅�去�中國政府關�密

切��年2⽉更�中國順豐���成「合作共�」的交易���

經⺠�呼籲衛福部�於2021年5⽉31開�的「COVID-19疫�1408.3�劑�儲物����」採購��千�
不應讓紅⾊嘉⾥�⾎汗嘉⾥��包台灣�⺠疫��儲物����⼯作�經⺠���就�港嘉⾥�團投�嘉

⾥⼤��涉不法�向投�會提出檢��

衛福部��署於2021年4⽉9⽇�正�告「COVID-19疫�1408.3�劑�儲物����」招���預�⾦額
⾼�2億4千�����⼤劑量疫���的����定性�除了攸關�否�期讓���CIQS��⼀線防疫
⼈員���險⾼�的國⼈依序�種疫�之���打期�更是直��定�續台灣何�可��封�回�⽇常⽣

活的重�關鍵��⾔之�疫�的��是當�重⼤的國�議題�

�來�中國政府�疫�當作國��交戰的武器�因��疫���的招�更應該�國�層�看�之�應該�

�除具�中國影響⼒�景的嘉⾥⼤��旗下的嘉⾥��物�參��誠�上星期��市議員張錦豪針對嘉⾥

⼤�即�在�⽌設置⽣技物���⼀事之�明�嘉⾥⼤�不僅是⾎汗企�⿊�單的常客�嘉⾥�團�闆郭

鶴年家�更��紅⾊�景��⾄曾宣布�合中共政�重點發展⼀�⼀路���倘�讓嘉⾥⼤��得台灣疫

���的�格��⼤幅提⾼疫���的國��險�

嘉⾥⼤�⾃2015年⾄2021年4⽉�⾄少�48���《�動基準法》�27���《����衛⽣法》�
《性別平�法》的�法紀���容包�「�⻑⼯作�間未依規定加給⼯�」�「採變形⼯�制度�未依規

定���⼯�假或休息⽇」��嘉⾥��物�亦�「�⻑⼯作�間超�法�規定」的�法紀��2021年1
⽉⼜�嘉⾥⼤�員⼯��本俸僅�3,200元為�界��；司�為求�⽣唯�不斷衝⾼載�趟���⾄�每
⽇⼯�18⼩�的狀況�當員⼯提出�檢�竟��司���帳�記����

⼀個�動環境��惡劣的物��司�物�員的�⼼狀況�於⾼度的�險之中�倘�在��疫�的��因�

發⽣�何意���果�怕不�設想���在�動�益上惡�昭彰����團�本⼜��紅⾊�景的物��

司�衛福部應該在採購評��加��除�

與中資搏鬥的二枚腰：經濟民主連合的七個故事



經⺠�於4⽉14⽇記者會中��出�港嘉⾥物����限�司���台灣嘉⾥投����限�司�同利投
����限�司�⼤佶國��限�司�制嘉⾥⼤����限�司的����事席��其中����的是台

灣嘉⾥投����限�司（�稱嘉⾥投��司）佔39.25%。

嘉⾥投��司2012年6⽉設⽴��⼀��事⻑洪�南Ang Keng Lam根本是當�的中國政協�員�2012
年8⽉��港嘉⾥物�改派楊�⽂George Yong-boon YEO來台��嘉⾥投��司的�事⻑�楊�⽂曾
��加坡參��⻑��交部⻑�國會議員；2004年�於�交部⻑���更曾在�合國⼤會發⾔�告台灣
不�推動獨⽴刺激中國�並�評�登輝�成兩岸關�不斷惡��楊�⽂��嘉⾥投��事⻑到2019年7
⽉�才由⾺����；��年間�楊�⽂的「��」�在台灣豐沛的政�⼈��應該對嘉⾥⼤�在台拓展

���了相當⼤的作⽤�

我們質��嘉⾥投��司�僑��投��司�登記�本額兩億元�根�嘉⾥⼤��司去年�東會年報之記

載該�司��嘉⾥⼤�183,276,410��佔39.25%��昨天收�價每�44.05元計���部��市值⾼�
80億�元�經濟部投�會核准兩億元之僑�投��竟�可�在台灣�得市值80億元的���財�槓桿⾼
�四⼗倍�更可�的是�證交所「�開�訊�測站」記載其��設質�為「�」�表�完�沒�拿嘉⾥⼤

�的��向銀⾏借��

我們�求投�會應詳�嘉⾥投��司買�嘉⾥⼤��司80億�元��的�⾦從何⽽來��果是來⾃境�借
��那依�《�國⼈投���》�四��三�之規定�「對�⼆�所投�事�提供⼀年期�上貸�」視為

投��嘉⾥投�是否涉��未向申報��果是來⾃境�借��那�問哪家銀⾏��⼤��兩億元�本額借

�買80億元���完�不⽤提供��做���那�問是由誰具�為借�的�證��證⼈是否涉�中���
中強強��投�會應�求嘉⾥投��⼤佶國��同利投�三家投��司就中國順豐�嘉⾥物�收購�所涉

�之台灣境�上層�東���轉�提出�明�經⺠��⽇��向投�會提出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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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控制嘉里大榮的，就是正在與順豐擴大合作的嘉里物流

當�參�經⺠�記者會的�代⼒量⽴�邱顯智在記者會上�明�雖�嘉⾥物��順豐的交易�⼝⼝���

不會��台灣��（嘉⾥⼤�）�但光是嘉⾥⼤�的現況�就��國����可�從三點論�之�

⾸先�嘉⾥⼤�現�的�事會�就�兩位�事來⾃嘉⾥物����同��嘉⾥⼤�⼤�東「台灣嘉⾥投�

�司」�「同利投�」的代表⼈⾺���則是嘉⾥物���的�裁��就是��實質�制嘉⾥⼤�的�就

是正在�順豐�⼤合作的嘉⾥物��

其��誠�經⺠�所倡議的�嘉⾥⼤�⼤�東「台灣嘉⾥投��司」的財�槓桿�常�⼈�實收�本額兩

億竟���市值超�80億的�����的出�者是誰�投�會應該詳細���

���嘉⾥�團�稱�嘉⾥⼤�的���會賣給嘉⾥��的��府屬�司予Treasure Seeker Group
Limited�未來台灣嘉⾥�⼤佶�同利三家投��司的上層�東轉��投�會⼀定�詳細�明�⾦來源�
�終受益⼈���嘉⾥⼤�的中�爭議�

與中資搏鬥的二枚腰：經濟民主連合的七個故事



就現⾏法規定義上�嘉⾥⼤�不被視為中��但是��嘉⾥�團�順��團在�港的中�港�「�度合

作�共�」�利⽤物����張中國影響⼒的�況�卻「�中��中�」��往我們��為�防�中�應

注意��關���事席��但嘉⾥�團卻��收購�����先��再合作的⽅式��成中�利⽤港��

台的效果�

疫�期間為了減�社交���險�物��的重�性更受到⺠眾重視�卻�讓我們暴�在中���當中�在

中國順豐收購�裡�嘉⾥�團�留�儲�產�台灣���就是為求⽇��中國順豐合作；中國順豐未來在

中�港���域��順豐�義經��往�則�嘉⾥物�作為順豐「國�部」�可⾒中共政���物��

����⼀步強�對海�⺠間社會的�制���⼿段�

我們強��紅⾊港�的影響⼒絕不下於中���⾄假港�之��更容易滲��台灣許�重�產�的�幹�

政府�強�港�來台的��規��在�港已喪失政治經濟⾃主性的當下�應限縮港��⽤����來台的

�提�件�必須�合「切結�登記�申報」三�件�否則�視同中��切結��切結中�對投�⼈「不具

�制⼒或重⼤影響⼒」；登記��辦理投�⼈基本��登記����終受益⼈；申報���實申報投�⼈

�中國黨政軍�其投�事�之往來�形��⽇��發現�不實之�形�依刑法偽�⽂書��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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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值得��的兩個趨�

根�經⺠�的���⽬�許�在蝦⽪賣家�在使⽤嘉⾥⼤���⽵��或旗下⼦�司的物����服��

�⾄是店到店的包�上����兩⼤物��團的�����經⺠�不斷�關注中�在台灣的市場影響⼒�

展�但從現�的市場狀況來看中����中�物�平台已經合��對台灣的影響�⽇俱增�

倘�讓��具�中國紅⾊�本的��平台�物��者成為台灣產�的�頭�就�於是�台灣�路����

費者�購的個⼈��奉�給中國�往�中國�對台灣發�攻擊�意�癱�台灣的物���可�是輕⽽易

��經⺠���續�蹤中����物�在台的拓展�

蝦皮、嘉里大榮、新竹貨運的合作，發生在台灣

嘉里集團與順豐控股的合作，發生在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