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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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自動化儀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或「公司」）於2015
年6月12日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國證監會」）出具的
《中國證監會行政許可項目審查一次反饋意見通知書》（151079號）。中國
證監會依法對本公司提交的《上海自動化儀表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份購買資產
核准》行政許可申請材料進行了審查，需要公司就有關問題作出書面說明和解
釋，並在30個工作日內向中國證監會行政許可受理部門提交書面回復意見。
公司已要求相關中介機構將按照上述通知書要求，在規定的期限內及時組
織有關材料報送中國證監會行政許可受理部門。
公司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事項尚需獲得中國證監會核准，公司董事會將根據中
國證監會的審批情況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附：《中國證監會行政許可項目審查一次反饋意見通知書》（151079號）
特此公告。

上海自動化儀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O一五年六月十五日

附件：《中國證監會行政許可項目審查一次反饋意見通知書》（151079號）
上海自動化儀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5日，我會受理了你公司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
募集配套資金的申請。經審核，現提出以下反饋意見：
1.申請材料顯示，本次交易未設置業績補償安排。請你公司結合本次交易

具體評估方法，補充披露未設置業績補償安排是否符合我會相關規定。請獨
立財務顧問核查並發表明確意見。
2.申請材料顯示，交易雙方約定：過渡期間，置出資產運營所產生的盈利

或虧損由上市公司享有或承擔；置入資產臨港投資和康橋公司相應股權所產
生的盈利或虧損由交易對方享有或承擔，松高科和松高新相應股權產生的盈
利由上市公司享有，產生的虧損由交易對方承擔。請你公司補充披露上述過
渡期損益安排的原因及合理性，對上市公司和中小股東權益的影響。請獨立
財務顧問核查並發表明確意見。
3.申請材料顯示，臨港投資於2014年9月進行資產剝離，註冊資本由
157,000萬元減少至41,500萬元。請你公司補充披露：1）臨港投資通過轉讓
其子公司股權剝離資產並減少註冊資本時，內部決策程序、債權債務處置程
序是否符合相關規定。2）臨港投資保留資產和剝離資產的收入、成本、費
用劃分原則，保留資產和剝離資產的資產、負債、收入、利潤金額及各自佔
比。3）保留資產的業務是否完整，是否存在依賴剝離資產業務的情形，剝
離資產的後續處置計劃及可能對臨港投資產生的不利影響，並提示風險。請
獨立財務顧問、律師和會計師核查並發表明確意見。
4.申請材料顯示，自貿聯發的一宗劃撥土地用途為機關團體。請你公司：

1）補充披露上述劃撥地的取得過程是否符合相關規定。2）結合《國務院關
於促進節約集約用地的通知》（國發[2008]3號）及其他劃撥用地政策，補
充披露上述劃撥地注入上市公司是否違反相關規定。如涉嫌違反，是否已採
取必要措施進行糾正，並披露由此形成的相關費用的承擔方式及對標的資產
評估值的影響。3）結合劃撥土地用途，補充披露目前使用狀態是否符合相
關規定。請獨立財務顧問、律師和評估師核查並發表明確意見。
5.申請材料顯示，截至2014年12月31日，臨港投資及其下屬公司部分土
地使用權、倉庫、存貨等設定了抵押。請你公司補充披露：1）相關擔保形
成的原因及擔保方式，主債權種類、用途，債務人及其償債能力。2）當債
務人不能履行債務時，相關擔保可能對本次交易以及本次交易完成後上市公
司資產獨立性、完整性、生產經營的影響。請獨立財務顧問和律師核查並發
表明確意見。
6.申請材料顯示，臨港投資及下屬公司使用的商標均為普通許可使用。請

你公司：1）補充披露相關許可協議的主要內容，包括但不限於許可方、許
可範圍、許可費用及支付方式、許可期限等。2）補充披露商標許可是否辦
理備案手續。3）補充披露上市公司未來有無使用自有商標的安排。4）結合
上市公司未來全部使用他人商標的情形，補充披露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
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六）項規定的依據。請獨立財務顧問
和律師核查並發表明確意見。
7.申請材料顯示，臨港集團及其下屬公司還有其他園區未注入上市公司，

部分園區與上市公司不構成同業競爭的理由是客戶類型、租售價格、土地類
別、區域位置等；臨港資管、臨港集團承諾注入浦江園區，浦江園區與上市
公司也存在區域範圍、土地類型、租售價格等區別。申請材料同時顯示，全
國不同地區、不同層次的開發區之間的競爭也更加激烈。其中，松江園區的
定位包括「一總部三中心」的高端企業以及高成長科技型中小企業。請你公
司：1）結合未來資產注入計劃、行業競爭情況，進一步補充披露臨港資
管、臨港集團下屬部分園區與上市公司不構成同業競爭的依據。2）根據
《關於推動國有股東與所控股上市公司解決同業競爭規範關聯交易的指導意
見》、《上市公司監管指引第4號——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股東、關聯
方、收購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諾及履行》，進一步補充披露臨港資管、臨港集
團關於解決同業競爭的承諾。請獨立財務顧問和律師核查並發表明確意見。

8.申請材料披露了國內開發區行業上市公司及其主營業務收入情況。申請
材料同時顯示，擬注入資產具有區位優勢、政策聚集優勢等。請你公司結合
臨港投資下屬各園區的功能定位、租售情況、主要財務數據等情況，補充披
露與上海地區其他競爭對手相比，臨港投資的競爭優勢。請獨立財務顧問核
查並發表明確意見。
9.請你公司補充披露：1）前五大客戶、前五大供應商具體情況，包括但不

限於名稱、金額、佔比、是否關聯方等。2）前五大客戶銷售收入占比波動
較大的原因。請獨立財務顧問和會計師核查並發表明確意見。
10.申請材料顯示，臨港投資報告期淨利潤分別為3,364.23萬元、13,378.91
萬元、11,636.47萬元，銷售淨利率分別為28.72%、21.59%、13.87%。請你
公司補充披露淨利潤、銷售淨利率波動的原因及合理性。請獨立財務顧問和
會計師核查並發表明確意見。
11.申請材料顯示，臨港投資報告期非經常性損益分別為2,004.62萬元、
6,914.63萬元和-3,658.09萬元，佔淨利潤的比重分別為59.58%、51.68%、
-31.44%，其中主要為政府補助。請你公司補充披露：1）非經常性損益是否
具有持續性及對臨港投資未來經營業績的影響。2）報告期政府補助的確認
依據及合理性。請獨立財務顧問和會計師核查並發表明確意見。
12.請你公司：1）結合園區產業載體開發項目工程進度、租售比、交房時
間、預售情況、合同簽訂情況等，補充披露臨港投資2015年盈利預測的可實
現性。2）結合土地儲備、未來開發計劃、租售計劃、園區產業載體售價或
租金水平變化趨勢等情況，補充披露臨港投資未來盈利能力的穩定性。請獨
立財務顧問和會計師核查並發表明確意見。
13.申請材料顯示，臨港投資按照資產基礎法評估作價，其中主要增值科目

為存貨—開發成本、存貨—開發產品及投資性房地產。請你公司：1）補充
披露存貨、投資性房地產評估過程中，修正係數、利潤率、空置率、租金增
長率、折現率等相關參數測算依據及合理性。2）結合產業園區開發與經營
行業發展趨勢、產業園區周邊經濟發展、園區所在土地與房地產市場供求及
價格走勢、招商引資情況、主要競爭對手情況等，補充披露臨港投資估值的
合理性。請獨立財務顧問和評估師核查並發表明確意見。
14.申請材料披露了配套融資發行對象的產權控制結構，但未披露其實
際控制人的基本情況。請你公司按照《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
容與格式準則第26號——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第十五條的規定，補充
披露：1）交易對方實際控制人的相關情況。2）明達普瑞主要合夥人及其他
關聯人的基本情況。請獨立財務顧問和律師核查並發表明確意見。
15.請你公司補充披露本次交易涉及的私募投資基金備案進展情況，並在重
組方案提交重組委審議前完成私募基金備案程序。請獨立財務顧問和律師核
查並發表明確意見。
16.請你公司補充披露「一總部三中心」、「一團隊、三平台、九模塊」、
「一個集聚、三個中心、五大產業」等表述的具體涵義。請獨立財務顧問核
查並發表明確意見。
17.申請材料顯示，松高科房地產開發企業暫定資質證書續期正在辦理中，
預計於2015年5月取得。請你公司補充披露目前辦理情況。請獨立財務顧問
和律師核查並發表明確意見。
18.法律意見書顯示，根據臨港投資及其子公司提供的文件資料及說明、相
關政府主管部門出具的證明文件，並經律師核查，截至目前，臨港投資及其
子公司不存在對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構成障礙的重大行政處罰事項。請你公司
結合臨港投資及其子公司行政處罰的具體情況，補充披露上述事項對本次重
組不構成障礙的依據。請獨立財務顧問和律師核查並發表明確意見。
19.申請材料顯示，本次交易擬鎖價向10名交易對方募集配套資金9.46億

元。請你公司補充披露以確定價格發行股份募集配套資金對上市公司和中小
股東權益的影響。請獨立財務顧問核查並發表明確意見。
20.請你公司結合應收賬款應收方情況、期後回款情況、向客戶提供的信用

政策及同行業情況，補充披露臨港投資應收賬款壞賬準備計提的充分性。請
獨立財務顧問和會計師核查並發表意見。
21.申請材料顯示，截至2014年12月31日，臨港投資存在關聯方資金
拆借。請你公司補充披露臨港投資關聯方資金拆借形成的原因，是否符
合《<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第三條有關擬購買資產存在資金佔用
問題的適用意見——證券期貨法律適用意見第10號》的相關規定。請獨立財
務顧問、律師和會計師核查並發表明確意見。
22.申請材料顯示，本次交易收益法評估中，臨港投資下屬子公司投資公司

存在溢余貨幣約14,124.91萬元，南橋公司存在溢余貨幣約18,144萬元。請
你公司補充披露上述貨幣資金納入溢余資產的合理性。請獨立財務顧問和評
估師核查並發表明確意見。
23.請你公司補充披露本次交易置出資產僅採用一種評估方法的原因，是否

符合我會相關規定。請獨立財務顧問和評估師核查並發表明確意見。
你公司應當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30個工作日內披露反饋意見回復，披露後

2個工作日內向我會報送反饋意見回復材料。如在30個工作日內不能披露
的，應當提前2個工作日向我會遞交延期反饋回復申請，經我會同意後在
2個工作日內公告未能及時反饋回復的原因及對審核事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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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動化儀表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收到《中國證監會行政許可項目審查

一次反饋意見通知書》的公告

牙買加體壇巨星保特在他參加的男子200米
迎接其他對手挑戰，他準備好衝破20秒

大關。今年保特在這項目的最佳時間為20秒
13，極期待這次能進入20秒範圍內，因此賽前
他信心十足地指狀態不俗，有望達成目標。
然而事與願違，保特沒錯在起步後已領先各

對手，但衝過終點後時間卻是20秒29，不僅與
其19秒19世績相差多達1秒多，甚至是這名奧
運金牌名將近年最差的成績，他直言無法解釋
為何練習時感覺很好，但無法在比賽中執行既
定計劃。
保特說：「我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情，實在無
法解釋，真的糟透，這可能是我整輩子
中最差勁的其中一役。我覺得不是身體
出問題，訓練一直也不錯，狀態很
好。亦肯定不是思想問題，因我
向來對比賽的能力富有自信。儘
管贏得冠軍，我一點都不快樂，

要去跟教練好好研究到底是哪裡出錯。」由於
本月較後時間還有牙買加錦標賽，保特或可趁
那次機會重拾佳態。

基爾逆風贏百米
而由於保特未有參戰100米，令美國好手基爾
贏得不至於太困難，最終基爾在逆風下以10秒
12勝出。不過這項比賽也有戲劇性發展，因特
立尼達和多巴哥選手布萊德曼被褫奪了銀牌，
原來第一次鳴槍時布萊德曼被判偷步，他提出
抗議後裁判答應讓其繼續比賽，結果布萊德曼
在「影相」下僅負於基爾獲亞軍。然而儀器檢
查出布萊德曼的確有偷步，故取消其資格，據
知國際田聯規定運動員
即使抗議，但於「在抗
議下比賽」中主裁判仍
能保留申訴權利。
■記者 鄺御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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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晚的斯圖加特公開賽男單4強，頭號種子西班牙球手
拿度以6:3、6:4戰勝4號種子法國的蒙菲斯，是前者自2011
年溫網以來再次殺入草地賽的決賽，為拿度低沉已久的近況
注入生氣。

有望三度捧盃
「我對自己今日的表現非常滿意，我打得很有侵略性，一

直保持在最高水準。我自從2011年以來，就再沒進入過草地
賽的決賽，今次勝利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拿度賽後說。
在這場4強比賽，蒙菲斯未有給「泥地王」太大麻煩，令拿
度贏得尚算輕鬆，有望繼2005及2007年後第三度摘下本賽事
冠軍。拿度的決賽對手，是在另一場4強以6:3、6:7及7:6爆

冷擊敗克羅地亞球手施歷的塞爾維亞代表
杜爾斯基，過往拿度四次面對杜爾斯基皆
獲全勝，但全是在硬地場上發生的。
另一方面，意大利女球手佐姬昨日以7:

5、6:3力克瑞士球手小將賓絲，贏得荷蘭
草地賽，此乃23歲的佐姬首次捧走獎盃。

■記者 鄺御龍

拿度相隔四載 再戰草地決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
正謙）力爭世界盃外圍賽
兩連勝的港隊，昨晚於小
西灣運動場繼續操練，因
首戰大破不丹表現獲一致
好評，昨晚港隊練波時罕
有吸引十數名球迷到場欣
賞，更有支持者現場製作
「堅持熱血」標語為港隊
打氣。
港隊明晚會在旺角場對

馬爾代夫，因上仗狂數不

丹，令不少球迷對港隊今
戰抱有希望。除「港馬」
大戰門票火速售罄外，昨
晚更有支持者親身到小西
灣運動場觀操打氣。隊長
陳偉豪雖已傷癒復操，但
周二未必趕及上陣，他再
次感謝球迷對港隊的支
持，認為這是最有氣氛的
世界盃外圍賽：「球迷的
期望不會造成壓力，踢這
麼多年港隊，今次世界盃

外圍賽是最熱血的一次。
馬爾代夫不是容易應付的
對手，但我們一定傾力爭
勝。」
昨日抵港的馬爾代夫已

到將軍澳運動場展開操
練，首戰力戰下只以0:1
不敵勁旅卡塔爾，今仗馬
爾代夫雖然作客，但定必
以全取3分為目標。馬爾
代夫主帥波波夫表示港隊
加入不少具質素的入籍球
員，會嚴陣以待望打開勝
利之門。

若曦英健挺電動車
兩名香港賽車手歐陽

若曦和李英健，昨晨出
席在大埔林村許願村舉
行的「2015電動車嘉年
華活動」，政府環保局副局長陸恭蕙亦有出席。香港
汽車會會長余錦基表示，是次活動可加強市民對電動
車的認識和接受程度，歐陽若曦更首次駕電動車以過
百公里時速在廣場上飛馳。歐陽若曦早前在上海房車
賽因水箱問題中途退賽，完成維修後下周會再戰上
海。 ■記者潘志南

小型足球頒獎禮
香港小型足球總會會長霍啟山，昨晚與足總會長霍

震霆出席首屆18區區議會七人小型足球邀請賽頒獎
禮，結果回歸盃冠軍由大埔奪得，亞軍和季軍分別為
元朗和屯門。對於香港隊吸納歸化球員參戰世盃外圍

賽，引起議論紛紛，已提名競選足總董事的霍啟山指
培養足球員需要很長時間，而且可從青年球員着手，
所以小型足球可為青年球員提供更多比賽機會。

■記者潘志南

小丁望在中國衛冕
桌球世界盃將於江蘇無錫展開，作為衛冕冠軍，中

國球手丁俊暉會和蕭國棟聯手出戰，前者表示希望能
在家鄉幫助國家隊衛冕。「小丁」說：「當然，更希
望我們能（與中國B隊）會師。」但他同時鼓勵兩名
小師弟要放開手腳去作賽，不要有太大壓力，當做鍛
煉的好機會。 ■新華社

騎士主帥保密軍情
基於NBA總決賽第四戰勇士故意洩露假的部署，繼

而勝出扳平總數場至2:2，騎士主帥卡爾近日表明無意
披露己隊於第五戰的備戰情況，以跟對手扯平。

■記者 鄺御龍

港隊備戰 球迷難得捧場

體壇連線

■■歐陽若曦歐陽若曦（（左左）。）。
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港隊昨晚操練，為明
晚對馬爾代夫一戰做準
備。 郭正謙攝

■■拿度再次打進草地賽決賽。 美聯社
■■佐姬初嘗大賽冠軍佐姬初嘗大賽冠軍
滋味滋味。。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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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田聯鑽石聯賽紐約大獎賽於美國

當地時間周六展開，稱霸男子短跑多

時、奧運 6金得主牙買加「飛人」保

特，雖然拿下200米冠軍，卻跑出糟透

的 20 秒 29 成績，令他贏都贏得不滿

意。至於專攻100米的美國短跑好手基

爾則如願勝出，沒受對手偷步影響。

■ 保 特
（戴墨鏡）
跑畢比賽
後和觀眾
玩自拍。

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潘志南、陳曉
莉）上世紀七、八十
年代叱咤風雲的香港
足球界名宿胡國雄，
昨日因喉癌陷於彌留
狀態。
綽號「大頭仔」的

胡國雄現年66歲，4
歲時因父親買了第一
個足球給他，從此與
足球結下因緣。胡國
雄在19歲首次代表香
港青年軍往泰國參加
亞青盃，被不少圈內
人評為擁有國際級水

平的年輕球員。在1971/72年度
球季，胡國雄加盟南華，而1972年夏天，當精工升上甲組，班主黃創
山提出3.6萬港元年薪挖角，胡國雄要求並獲得年薪4萬港元，結果他
由南華轉投精工。
加盟精工後，胡國雄的表現更上一層樓，助球隊奪得七人賽、銀

牌、總督盃和聯賽四項冠軍，踏上職業生涯高峰。在効力精工的14
年間，胡國雄共為球隊奪得逾40個錦標，而他本人也在1979至1982
年連續四年當選香港足球先生，以及1972至1978年獲選為最佳前
鋒。1985年「519大戰」胡國雄是港隊功臣，翌年他正式退役，其
在香港大球場舉行的告別賽全場爆滿。

退役後事業陷低谷
不過，由於並無一技之長，退役後胡國雄的事業陷入低谷，他曾

在球迷打本從事體育用品、酒吧等生意，最風光時是擔任天天漁港
公關經理，但都以失敗收場。兩年前，胡國雄被驗出患上喉癌，但
作為球場硬漢的他，為免友好擔心寧願獨自承擔，從未在他人面前
表現出任何不適。
近兩、三周胡國雄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據「精工之友」管理人

透露，日前曾到東區醫院探望，當時胡國雄已瘦得難以辨認，「我
還以為進錯了病房。」到昨晚，胡國雄長子胡振港向傳媒證實，其
父親在晚上11時半已陷彌留狀態。

■■一代球王胡國雄一代球王胡國雄（（左左））昨昨
晚陷入彌留狀態晚陷入彌留狀態。。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胡國雄生平小覽
全名 胡國雄
花名 大頭仔、阿Cap
出生日期 1949年5月22日
出生地 香港
擅長位置 中場
効力球隊
青年隊
1962-68年 卜公
職業隊
1968-71年 東昇
1971-72年 南華
1972-86年 精工
國家隊
1971-86年 香港

■■摘下摘下 200200 米冠軍的保米冠軍的保
特特，，賽後對時間欠佳感到賽後對時間欠佳感到
不滿不滿。。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