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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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內容提示：
● 本次會議是否有否決議案：無

會議召開和出席情況
(一) 股東大會召開的時間：2015年6月15日

(二) 股東大會召開的地點：深圳市福田區深南大道6035號深航國際酒店七樓翡翠廳

(三) 出席會議的普通股股東和恢復表決權的優先股股東及其持有股份情況：

1、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人人數 5

其中：A股股東人數  4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人數（B股） 1

2、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535,891,532

其中：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535,891,432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B股) 100

3、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股份數佔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 50.0237% 

其中：A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50.0237%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0.0000%

(四) 表決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大會主持情況等。
    會議由董事會召集，董事長吳邦興先生主持，會議採用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相結合的方式召開。公司董事、監事、
高級管理人員、北京金杜律師事務所見證律師出席會議。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召開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東
大會規則(2014 年修訂)》（中國證監會公告[2014]46 號）、《上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東大會網絡投票實施細則(2015 
年修訂)》等有關法律、法規、規章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做出的決議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監事和董事會秘書的出席情況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6人，馬慶銀先生、武舸先生、徐清波先生、陳國坤先生、趙海燕女士因工作安排未出席
會議；
    公司在任監事3人，出席2人，楊士軍先生因工作安排未出席會議；
    董事會秘書林旭楠先生出席本次會議。 

議案審議情況
(一) 非累積投票議案
議案名稱：公司2014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535,891,4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B股 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535,891,5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議案名稱：公司2014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535,891,4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B股 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535,891,5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議案名稱：公司2014年年度報告及摘要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535,891,4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B股 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535,891,5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議案名稱：公司2014年度利潤分配的預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535,879,232 99.9977 12,200 0.0023 0 0.0000

B股 0 0.0000 100 10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535,879,232 99.9977 12,300 0.0023 0 0.0000

    議案名稱：公司修改經營範圍並修改公司章程相關條款的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535,891,4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B股 0 0.0000 0 0.0000 100 100.0000

普通股合計： 535,891,432 100.0000 0 0.0000 10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項，5%以下股東的表決情況

議案
序號 議案名稱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4

公司
2014年
度利潤分
配的預案

0 0.00 12,300 100 0 0.00

5

公司修改
經營範圍
並修改公
司章程相
關條款的
議案

12,200 99.19 0 0.00 100 0.81

(三) 關於議案表決的有關情況說明
    根據《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議案1、議案2、議案3、議案4已獲得出席本次年度股東大會的
股東或股東代表所持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1/2以上通過；議案5已獲得出席本次年度股東大會的股東或股東代表所持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的2/3以上通過。

律師見證情況
    本次股東大會鑒證的律師事務所：北京市金杜律師事務所
律師：徐輝、陳寧
    律師鑒證結論意見：
    中毅達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召開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規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出席會議人員資格、召集
人資格合法有效；會議的表決程序及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備查文件目錄
    經與會董事和記錄人簽字確認並加蓋董事會印章的股東大會決議；
    經鑒證的律師事務所主任簽字並加蓋公章的法律意見書；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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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港貨購銷中心」有望年底建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日前，

深圳市第六次黨代會報告明確提出，前海要全面加
強與香港在金融、商貿、科技、文化、專業服務等
領域的合作，力爭「一年一個樣」。對此，前海管
理局局長張備在參加分組討論提到，在深港合作方
面，前海今年將重點推進前海全球商品保稅展示交
易中心（即「港貨購銷中心」）的建設，並按照
「港資建設、港企營運、港人收益」的模式管理。
他稱，前海正加快推進該交易中心的招標工作，

如果進展順利有望在今年底建成。按照構想前海港
貨購銷中心佔地面積約2.2萬平米，規劃大約兩三層
的商場，主要銷售商品包括奶粉、藥物等日常消費
品。不過，有關港貨購銷中心的國家政策優惠及香
港中小企業進駐優惠等仍有待明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盼 成都報道）
四川省政府日前與騰訊公司在成都簽署戰略
合作協議，就互「聯網＋」達成全面深層合
作。根據協議，雙方將依托騰訊的用戶數據
基礎、雲計算能力、社交平台和媒體平台，
在營造四川互聯網產業發展環境、建設互聯
網產業集群、推進「互聯網＋」、促進四川
產業改善升級及經濟轉型、提升訊息化管理
水平及群眾便利等方面開展緊密合作。重點
包括就業服務、社會保障、旅遊、醫療、飲
食、電子商務、現代金融等領域。四川省省
長魏宏，騰訊主席馬化騰出席簽約儀式。
目前已公開的計劃有：共同建設騰訊眾創

空間，為互聯網創業者提供一體化全要素創
業生態；推廣一批便民、利民的重大應用，
如與社保和政務服務機構合作，推動相關業
務在線辦理；改善醫院診療流程，開展網絡
醫療等。另外將合作推進全川政府機構的政
務微信公眾號建設，將陸續在成都、德陽等
四川區域核心城市建立微信「城市服務」體
系，為民眾提供更便捷的公共服務等。

■魏宏（左）與馬化騰出席簽約儀式。 本報四川傳真

「互聯網＋」助閩茶越過「寒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瑤瑛 泉州報道）「對於茶
行業來說，從2013年以來，特別是2014年至今年春
季，日子很難過，這波行業『寒冬』，冷得叫人直打
顫。」從事一輩子茶葉工作，剛從福建安溪縣茶葉協會
副會長兼秘書長位置上退下來的蘇興茂日前表示，自從
改革開放釋放了中國茶產業巨大活力以來，中國茶行
業，目前正經歷着「最嚴寒的時節」。

八馬茶業成功轉型電商
在經濟形勢嚴峻的2014年，不少品牌茶企關閉了一

家家形象店及直營店以收縮戰線。一些行業一線品牌被
收購、重組的消息不時傳來。身為名茶安溪鐵觀音第一
品牌的八馬茶業卻逆勢上揚，從2010年至2014年，賽
珍珠鐵觀音銷量翻了12倍，遙遙領先其他茶品牌，斬
獲「閩茶單品王」的桂冠。
「除了傳統渠道外，依靠『互聯網＋』的思維，我們
在創新中完成轉型。」八馬茶業董事長王文禮指出，該

公司幾年來探索電商、微商、電視購物等新渠道，分別
取得電商傳統茶企銷量第一，以及電視購物全國銷量第
一的好成績，並且嘗試進入新模式電商「唯品會」，取
得茶葉銷量第一。

銷售逆勢上揚穩健發展
早前在福建安溪舉行的九牧王（滬601566）專屬訂

製12萬份賽珍珠交貨儀式上，安溪縣政府特別為八馬
茶業頒發了「2014年度茶行業納稅第一」的獎牌，以
表彰其對行業的突出貢獻。
「八馬茶業連續排名安溪茶行業納稅第一，在經濟形
勢嚴峻的環境下，達成銷售逆勢上揚，穩健發展，這正
是八馬茶業堅持專注鐵觀音，長期致力於品質取得的成
果。」身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鐵觀音製作技藝的傳
承人王文禮，將最傳統的技藝和品質，用最現代的營銷
手段推向市場，讓很多中國茶企在「寒冬」中看到了中
國茶葉在「一帶一路」中振興的希望。

■安溪縣政府為八馬茶業頒發了「2014年度茶行業納
稅第一」獎牌。 黃瑤瑛 攝

青島港海豐國際戰略合作

根據協議，海豐國際優先選擇青島港作為海豐集裝
箱班輪接卸港，致力實現海豐集裝箱班輪在青島

港靠離泊準時安全、船舶在港作業高效迅捷、箱貨裝
卸運輸安全可靠、訊息報文流轉及時準確；進一步改
善中轉箱截關機制、規範冷藏箱、特種箱和危險品貨
物的管理、加強溝通協調機制，落實各方的查驗制度
和運輸措施，提高碼頭作業效率，減少船舶待泊時
間，實現港航共贏。

齊覓「一帶一路」商機
在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國家戰略實施方面，青島
港和海豐國際尋求在東南亞以及中國內地共同發展碼
頭、物流等基礎設施的投資及營運，沿着「絲綢之路
經濟帶」建立內陸港核心區，在「海上絲綢之路」共
享碼頭、物流等投資機會和訊息，將雙方的戰略合作
從內地擴展到國際，採取多種方式積極推動雙方國際

化戰略的實施。此外，雙方還將在境外和內地圍繞港
口物流、綜合物流等方面，將探討開展更多的股權及
業務合作項目，其中包括港口及內陸堆場和倉庫、船
舶代理及其延伸服務、為港口配套的相關服務等。

海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是亞洲區內領先的航運物流
公司及綜合運輸及物流解決方案供應商，專注於服務
亞洲區內的貿易市場。此次雙方聯手，希望共同塑造
港航合作新典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奕霞、通訊員 張

偉 山東報道）青島港（6198）與海豐國際

控股有限公司日前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雙方在集裝箱班輪精品服務、共同推進「一

帶一路」國家戰略實施、股權及業務合作等

方面開展全面戰略合作。

■青島港與海豐國際簽約。 本報山東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