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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機電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屆董事會
第二十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
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本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的會議通知以書面形式在2014年12月16日送達董
事、監事，會議於2014年12月24日以通訊表決方式召開，公司董事應到9人，實到9人。
董事長陳鴻先生主持會議，會議符合有關法律、法規、規章和公司章程的規定。監事及
有關人員列席了會議。會議審議並通過如下決議：

1、同意上海電氣集團印刷包裝機械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印包公司）以不低於
6,380.80萬元的價格在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第二次掛牌轉讓其所持上海光華印刷機械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光華公司）100%股權；

公司七屆十六次董事會同意印包公司以不低於7,089.77萬元的價格在上海聯合產
權交易所掛牌轉讓其所持上海光華公司100%股權（具體事宜詳見2014年10月21日公司
公告，公告編號：臨2014-024）。現印包公司第一次掛牌轉讓上海光華公司100%股權
的掛牌週期結束，無人摘牌。本次董事會同意印包公司在第一次掛牌價格的基礎上下浮
10%，即掛牌價格從7,089.77萬元下浮至6,380.80萬元，進行第二次掛牌轉讓上海光華公
司100%股權。

本議案表決結果：參與表決的董事9名，同意9票；反對0票；棄權0票。
2、同意印包公司以人民幣9,227.17萬元的價格，將其所持上海申威達機械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上海申威達）的100%股權轉讓給上海電氣集團置業有限公司。
此次股權交易將以上海申威達順利實施掛牌出讓其部分資產為前提條件。（上海申

威達掛牌出讓其部分資產的具體事宜詳見2014年12月2日公司公告，公告編號：臨2014-
027）

本議案表決結果：參與表決的董事5名，同意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特此公告

上海機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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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機電股份有限公司關聯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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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關聯交易概述
上海機電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董事會同意上海電氣集團印刷包裝機

械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印包公司）以人民幣9,227.17萬元的價格，將其所持上海申威
達機械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申威達）的100%股權轉讓給上海電氣集團置業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電氣置業公司）。

電氣置業公司是本公司的實際控制人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以下簡稱：電氣總
公司）的全資子公司，本公司全資子公司印包公司持有上海申威達100%股權，印包公司
將上海申威達100%股權轉讓給電氣置業公司事宜構成了上市公司的關聯交易。本次關聯
交易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規定的重大資產重組。至本次關聯交易
為止，過去12個月內本公司與電氣總公司之間交易類別相關的關聯交易沒有達到占本公
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絕對值5%以上。

二、關聯方介紹
上海電氣集團置業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實際控制人電氣總公司的全資子公司，註冊

地址：上海市西康路538號；註冊資本：人民幣6.58億元；法定代表人：王強；該公司主
要從事房地產開發經營、投資咨詢、物業管理、集團內的土地置換等經營業務。

截止至2013年12月31日，電氣置業公司總資產人民幣39.17億元，淨資產人民幣25.14
億元；2013年度電氣置業公司實現營業收入人民幣5.96億元，淨利潤人民幣0.98億元。

上海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三、關聯交易標的基本情況
上海申威達系印包公司的全資子公司，註冊資本：人民幣3,228.53萬元；法定代表

人：李俊；註冊地址：上海市浦東新區浦東南路2266號；主營生產切紙機械、印刷包裝
機械產品、塑料擠出機及相關零部件，銷售自產產品，從事貨物及技術的進出口業務。

上海申威達近年資產及財務狀況：
單位：人民幣萬元

名稱 2012年 2013年 2014年5月31日
總資產 8,877.19 6,501.45 5,682.01
負債 5,166.12 4,382.47 3,933.47
淨資產 3,711.07 2,118.98 1,748.53

單位：人民幣萬元

項 目 2012年 2013年 2014年1-5月
營業收入 4,840.31 4,237.62 1,247.01
淨利潤 -198.82 -1,592.08 -370.45

上述2012-2013年度數據及基準日數據均摘自由天職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
合夥）出具的審計報告。

上海申威達股權轉讓是委託上海立信資產評估有限公司進行資產評估，評估方法採
用資產基礎法，評估基準日為2014年5月31日。上海申威達的淨資產帳面價值為人民幣
1,748.53萬元，評估價值為人民幣9,227.17萬元。

評估結果匯總情況
評估基準日：2014年5月31日　　　　　　　　　　　　　　 單位：人民幣萬元

項  目 賬面價值 評估價值 增減額 增減率%
流動資產 5,075.23 4,423.44 -651.79 -12.84
非流動資產 606.78 11,987.53 11,380.75 1,875.60
其中：固定資產淨額 606.78 2,500.37 1,893.59 312.07
無形資產淨額 9,487.16 9,487.16
資產總計 5,682.01 16,410.97 10,728.96 188.82
流動負債 3,933.47 7,183.80 3,250.33 82.63
負債總計 3,933.47 7,183.80 3,250.33 82.63
淨資產（所有者權益） 1,748.53 9,227.17 7,478.64 427.71

四、關聯交易主要內容
印包公司按照資產評估價值，以人民幣9,227.17萬元的價格將其所持上海申威達的

100%股權轉讓給電氣置業公司。
五、進行關聯交易的目的以及關聯交易對上市公司的影響情況
通過轉讓上海申威達的股權，積極推進本公司相關印機業務的戰略整合。
六、該關聯交易應當履行的審議程序
2014年12月24日，經本公司七屆二十次董事會審議，同意印包公司以人民幣

9,227.17萬元的價格將其所持上海申威達的100%股權轉讓給電氣置業公司。在審議上述
關聯交易議案中，關聯董事陳鴻、朱茜、袁建平、張艷迴避表決，其他非關聯董事均對
該議案表決同意。公司獨立董事認為：印包公司出讓上海申威達100%股權是為了順利推
進本公司國內印機的退出戰略，符合公司及全體股東的整體利益。本次關聯交易表決程
序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規定，相關的關聯董事均按規定迴避表決，本次關聯
交易不會損害公司及公司股東利益。董事會對本次關聯交易表決程序符合相關規定，體
現了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

七、備查文件目錄
1、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決議；
2、上海立信資產評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申威達機械有限公司股東全部權益價值

資產評估報告書》。
特此公告

上海機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江西省德興市檔案局早前公
佈了兩件日本侵華實物——侵
華日軍軍用手票兩張。據德興
市檔案館專家分析，這兩張軍
票稱之為「丙號票」，主要流
通於中國華東、華南一帶的日
軍佔領區。軍票真實反映了侵
華日軍對中國經濟的瘋狂侵
略，是日本侵華的罪證。
記者在德興市政府官網看

到，這兩張軍用手票面額分別
為伍元和拾元。伍元版正面印
日本名臣菅原道真肖像和日本
著名寺廟圖樣。拾元版正面印
日本名臣和氣清麻呂肖像，背面印日本著名寺廟圖樣。手票正面中
間均橫印「軍用手票」四個大紅字，上方橫印「大日本帝國政府」
的中型紅字；下方印「大日本帝國政府內閣印刷局製造」黑底小白
字；背面兩行豎印「軍用手票」四個大紅字，票面均無任何編號。

■實習記者牛琰江西綜合報道

朱左林日前與親人重逢也很激動，從他斷斷
續續、含糊不清的表述中，朱章春才知道侄兒
一年來的曲折遭遇。去年除夕，廣西南寧市一

家磚廠的工人陸續下班，其中剛來打工的朱左
林被一輛摩托車撞倒，導致顱腦受傷昏迷不
醒。路人將他送往南寧市當地醫院，緊急實施
開顱手術。朱左林15天後脫離危險期，但卻失
憶了。

闊別一年 姑侄相擁而泣
朱左林入院時身上只有一本寫有「朱德

林」、「金陵華鴻磚廠」幾個字的病例，再無
其他有價值的信息。迫於無奈，院方求助當地
媒體幫忙尋找朱左林的家人。新聞披露後，全
國各地都有人來認親。然而，沒有一個是他真
正的親人。其中一個大姐，在醫院照顧朱左林
月餘，最終確認朱左林不是失蹤的親弟弟後，
失望而去。此後桂渝黔滇等省市警方及媒體都
參與進來，不遺餘力為朱左林尋找親人，但多

番尋找還是沒結果。朱左林只好繼續在南寧一
院「發呆」。
10月底，一位重慶患者聽聞朱左林的故事

後，經常到病房找朱左林「聊天」。他的重慶
口音竟然慢慢喚醒了朱左林的記憶。突然一
天，朱左林含糊不清地說出了自己的名字，並
告訴大家其老家在重慶奉節，同時還說出了父
親的名字。
隨後，廣西方面給重慶奉節縣當地派出所打

來了求助電話。通過調查，民警證實朱左林是
重慶奉節縣羊市鎮樓門村人，小名叫朱根生，
父親在他年幼時去世，母親已經改嫁。警方此
後又多方打聽，找到朱左林姑姑朱章春。原
來，姑姑也在四處尋找他的下落。朱章春早前
趕到廣西，與病榻上的侄兒相擁而泣，並按照
計劃由桂渝兩地接力護送朱左林回家。

一則「3歲女孩吳夢月在廣州崗頂地鐵站失蹤」
的尋人啟事近日在網上熱傳。啟事稱，如有知情者
提供線索幫助找到孩子，願把價值50萬元的房子賣
掉作為酬金。實際上，「吳夢月」已不是第一次
「失蹤」，更曾在多個不同的省市「失蹤」，有關
啟事存在多個版本，現已被證實為謠言。

曾在北京安徽等多地「走失」
網上最初出現的版本是「3歲女孩吳夢月走
失」，在北京、安徽、大連等地「走失」過，到後
來，就變成了在全國各地的小區裡「走失」。「走

失版本」多種，細節幾乎一樣，只不過時間、地點
變了，所留的電話也分別以「137」、「156」、
「185」等開頭。許多愛心滿滿、為走失女孩心有
戚然的微友不禁納悶：造謠者目的何在？警方提醒
公眾，在「孩子走失」、「高薪誠聘」、「領養寵
物」等劇情中，往往鑲嵌着吸費電話，一撥電話就
可能掉進騙子的陷阱中。與其他社交媒體不同，微
信朋友圈都是關係較近的人，對朋友轉過來的信息
有一種天然的信任，上當可能性較大，這也是騙子
盯上微信朋友圈的重要誘因。

■本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記者近日從成都畫院獲悉，
《帶槍鍾馗之雄起》系列新郵
品首發式暨新常態畫展《一年
一人一支槍——彭長征作品》
（第一響）將於28日在熊貓郵
局舉行。據了解，此次首發式
將發佈《帶槍鍾馗之雄起》2套
16款新郵品，並在首發儀式上
將授予藝術家彭長征「熊貓藝
術大使」榮譽稱號。
據介紹，《帶槍鍾馗》在題

材突破的同時加上內容上的創
新，給予傳統的鍾馗形象以全
新的時代風貌，向傳統致敬，與時代同行。彭長征認為對於優秀的
中國傳統文化要抱着敬畏之心，有根之愛，要傳承更要創新。他表
示，熊貓在中國代表四川，在世界象徵中國，熊、雄諧音喻意雄
起，這是傳統的雄起、文化的雄起、中國的雄起。

■實習記者 劉亮荀 成都報道

突破傳統突破傳統「「帶槍鍾馗帶槍鍾馗」」郵票將首發郵票將首發

廣東順德網友近日在微博上曬出了一
張婚車上的溫情「牛肉乾」，雖然被交
警開出警告教育通知書，在警告教育之
餘，阿Sir還在罰單上手寫一句祝福語
「新婚快樂」。@順德警察轉發該微博
後，引來不少網友稱讚開單阿Sir暖心又
賣萌。車主陸先生告訴媒體記者，當天
上午九時許，自己把車停在金榜一路
邊，由於當時沒車位，自己也沒注意，
可能擋住路被附近街坊投訴了。「等我
下樓，發現前擋風玻璃上被貼了一張
『牛肉乾』，我還以為要罰款，打開一
看是警告教育通知書。稍稍感到欣慰
時，看見空白處有手寫的一行祝福語，
更覺得這位阿Sir挺萌。」

■《南方都市報》

婚車被貼婚車被貼「「牛肉乾牛肉乾」」交警祝交警祝「「新婚快樂新婚快樂」」

「根生能活着回來，多虧了眾多好心人，不然我這

輩子都不能心安。」64歲的重慶奉節縣人朱章春抱着

失聯近一年的侄兒朱左林(小名朱根生)痛哭。在廣西

工作的朱左林去年因車禍失憶，當地院方求助媒體尋

找朱的家人，一直未有所獲。直到同院一名重慶病友

聽聞朱左林的故事後，經常到病房找他聊天，同鄉人

的口音慢慢喚醒了朱左林的記憶，讓他想起自己的名

字，和遙遠的家鄉。 ■本報記者楊毅重慶報道

■■朱左林被接回家鄉後得到朱左林被接回家鄉後得到
了較好的照顧了較好的照顧。。 譚金慧譚金慧 攝攝

■「失蹤的吳夢月」
出現在全國各地朋
友圈。

本報廣州傳真

■《帶槍鍾馗》畫作。 網上圖片

■兩張侵華日軍軍票。 網上圖片

■婚車上的「牛肉乾」寫着
「新婚快樂」。 網上圖片

■■朱左林朱左林((左左))嘗試嘗試
寫下自己的名字寫下自己的名字。。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