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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屆董事會第十次會議決議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2015年8月17日以書面形式向全體董事發出了關於召開公司第八屆董事
會第十次會議（通訊方式）的通知,並於2015年8月27日召開。會議應參加表決董事6名, 實際參加表決6名。會議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作出的決議合法有效。會議經審議通過了以下議案：

一、審議通過《公司2015年半年度報告及摘要》。
表決結果：同意6票，反對0票，棄權0票。
（一）主要會計數據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主要會計數據 本報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報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減(%)調整後 調整前

營業收入 570,081,344.93 633,406,564.26 633,406,564.26 -10.00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11,126,597.15 -14,784,113.41 -14,784,113.41 不適用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
常性損益的淨利潤 -6,810,155.72 -16,009,121.02 -16,009,121.02 不適用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9,144,637.28 1,660,353.40 1,660,353.40 450.76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減(%)調整後 調整前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356,563,255.31 406,069,919.50 406,069,919.50 -12.19

總資產 760,418,492.59 826,222,983.46 826,222,983.46 -7.96

（二）主要財務指標

主要財務指標 本報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報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減(%)調整後 調整前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5 -0.074 -0.074 不適用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055 -0.074 -0.074 不適用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4 -0.080 -0.080 不適用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2.92 -4.69 -4.76 不適用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1.79 -5.08 -5.15 不適用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每股淨資產 （元／股） 1.7740 1.51 1.51 17.48

（三）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 金額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975,242.09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但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密切相關，符合國家政策規定、按照一定標準定額
或定量持續享受的政府補助除外 90,000.00

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無關的或有事項產生的損益 -60,000,000.00

除同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相關的有效套期保值業務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產生的公
允價值變動損益，以及處置交易性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取得的投資收益 55,010,297.47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92,408.60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 -4,258.45

所得稅影響額 -295,313.94

合計 -4,316,441.43

    公司2015年半年度報告全文登載指定網站：
    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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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熙擬併購原料藥公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本月初醫藥股升勢凌厲，華熙生物科
技（0963）股價一度升破50天平均線，最多報15元，受到市場關注。熱
潮過後股價雖曾急跌，但上周受上半年業績造好支持，周四、五兩日股
價累升15.8%，收報13.2元。執行董事王愛華上周接受訪問時表示，為
加快公司利潤增長，除自行研發產品，將積極併購原料藥公司。
公司從事生產及銷售醫學美容產品，今年收購法國一間醫療美學公司
Vivacy部分股權，以代理其產品在內地銷售。另外與韓國Medytox Inc
於本港成立合資公司在內地銷售注射用肉毒毒素。王愛華表示，內地對
本土研發的醫學美容產品審批嚴格，從外地引入產品申請程序較快。
另外首席執行官特別助理李振表示，目前公司主要供應玻尿酸原

料藥予醫學美容中心，未有直接售予銷售者，但為延長消費頻率，
亦生產一些注射前後的補充美容產品。並計劃透過在互聯網派發禮
券，推薦消費者到美容中心使用其產品。

維持與醫生及美容中心合作模式
但他指，由於公司以輕資產定位，不會併購醫學美容中心，只會與醫
生及美容中心有各類的合作模式，但不排除內地母公司會進行併購。
華熙生物科技中期業績顯示，期內錄得收益3.12億元（人民幣，
下同），按年升27.9%；淨利潤9,969萬元，同比增19%，淨利率
32%。不派中期息。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前晚引述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表示，
近段時間的國際市場動盪也讓中國經濟運行遇到新的壓力，
金融穩定事關經濟全局，要繼續推進金融體制改革，維護金
融市場穩定運行，守住不發生區域性系統性風險底線。
李克強在國務院專題會上講話稱，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

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在堅持區間調控基礎上靈活施
策，以更精準的定向調控、相機調控對沖經濟下行壓力。
該專題會研究了國際經濟金融形勢新變化對中國經濟的影
響和對策。

強調金融穩定事關經濟全局
李克強在會上表示，近段時間的國際市場動盪，給世界經

濟復甦增加了新的不確定因素，我國金融市場、進出口等受
到的影響也在加深，經濟運行遇到新的壓力。他強調金融穩
定事關經濟全局。近期完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是
順應國際金融市場走勢的合理舉措，但人民幣匯率沒有持續
貶值的基礎，可以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同時，
要繼續推進金融體制改革，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增強服務
實體經濟的能力；維護金融市場穩定運行。
路透引述方正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郭磊稱，從此次對人

民幣匯率的表態來看，人民幣匯率可能採取「階梯式調整+
區間內求穩」的策略，近三個季度內可能不會有繼續的主
動貶值出現。

須提高地方和企業投資能力
李克強進一步指出，要創新投融資方式，通過設立專項基金、置換
地方存量債務、發行企業債券、調整固定資產投資項目資本金比例
等，提高地方和企業投資能力。同時，圍繞居民消費升級新需求，推
出促消費、惠民生的新政策，推動快遞等流通業發展，釋放消費潛
力。此外，支持實體經濟提質增效升級，推動機械、紡織、輕工、汽
車等領域加速折舊，加大對傳統產業技改投資的支持力度。
會議強調，以更精準的定向調控、相機調控對沖經濟下行壓力，

以更有力的改革創新激發市場活力，以更有效地抓落實鞏固向好勢
頭，穩定市場預期，做好政策儲備，確保完成今年經濟社會發展主
要目標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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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政府續「三T」救市
據華爾街見聞報道，中國副財長

朱光耀在接受CNN採訪時表
示，中國並非唯一採取措施支持金
融市場的國家，面對股市暴跌，美
國、英國和其他國家也曾採取過應
對措施。他指，中國的救市行動遵
循「三T」原則，即適時（timely）、
臨時性（temporary）和有針對性
（targeted）。「我們認為我們實現了
目標，適時的干預讓市場恐慌基本
可控。我們相信，市場最終將回到
正常軌道。」

市場上周末傳現「國家隊」影跡
A股在經歷過6月底開始的一輪大
跌市後，內地大規模推出救市措
施，包括證金公司增資，在二級市
場買入股份托市。另外，7月初21

家券商公佈將以今年6月底淨資產
15%出資，用於投資藍籌股ETF，
令股市穩定下來。8月中，證監會表
示，今後若干年證金公司不會退
出，但一般不會入市操作。此話也
引發市場對於「國家隊」是否繼續
救市的疑慮。而近兩周，人民幣大
幅貶值，加上全球股市大幅震盪，A
股也再陷谷底。上證綜指曾跌至
2,800點左右，較今年高位5,178點
跌逾40%。其間人民銀行推出同時
降息降準措施，同時通過多種貨幣
政策工具向市場釋放流動性。上周
末有消息稱，市場上似乎再現「國
家隊」的影跡。

傳中證監要求50券商注資中證金
而昨天晚上，內地媒體引述財聯

社消息指，中國證監會主席肖鋼29
日召集50家證券公司董事長和總裁
開會，要求50家證券公司按一定淨
資產百分比繼續上交資金給證金公
司。
另外，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消

息，證監會紀委書記王會民帶領調
研組一行，近日先後赴多地進行調

研，了解證券期貨監管系統紀檢監
察工作存在的問題，並指出，要多
角度開展專項廉政監察工作，在強
化教育提醒的同時，定期不定期開
展專項核查，對於發現的頂風違紀
行為、特別是利用職務便利從事股
票交易行為，要堅決處理，同時追
究相應法律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 A股近日再次大幅波動，政府會否繼續救

市？國家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近日明確表態：「金融體系發

生系統性風險，我們就必須採取行動。」另外，昨日有消息

指，中國證監會要求50家內地券商繼續向中證金公司補充資

本金。

■國家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在接受CNN採訪時表示，中國並非唯一採取措
施支持金融市場的國家，面對股市暴跌，美國、英國和其他國家也曾採取
過應對措施。 資料圖片

中阿共建絲路合作會簽9協議

中證登澄清：未停銀行理財產品開立專用證券賬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證券登記結

算公司官方網站昨日表示，微信等渠
道出現不實傳言，稱「接到我公司通

知，已暫停商業銀行理財產品作為委
託人開立定向專用證券賬戶，暫停銀
行理財產品通過專項計劃或信託計劃

作為委託人開立定向專用證券賬
戶」。中證登公司稱並未發佈此類通
知，相關業務規定也未有變化。

根據《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
任公司特殊機構及產品證券賬戶業
務指南》，商業銀行理財產品可以
開立證券賬戶參與證券交易所標準
化債券、信貸資產支持證券、優先
股等固定收益類產品的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岳、肖剛
天水報道）中阿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
天水合作交流暨阿拉伯國家駐華使
節天水行活動日前在甘肅舉行，阿
拉伯國家與甘肅省天水市簽署了九
項合作協議。中阿交流協會秘書長
秦勇接受本報專訪表示，不論是陸
上絲綢之路還是海上絲綢之路，都
必經阿拉伯國家，中國向西開放戰
略與阿拉伯國家向東發展戰略不謀而
合，阿拉伯國家皆希望以主角的姿態
參與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
雙方所簽協議包括電商貿易平台
商務合作、旅遊產業合作、勞務輸
出，以及天水對阿蘋果、核桃、清
真食品、鴛鴦玉出口協議，還有麥
積山文化創意園暨遊客服務中心項
目建設投資協議。

「一帶一路」豐富交流內容
秦勇介紹，從 2004 年到 2014
年，中國與阿拉伯國家間貿易額從
300萬美元增至3,000萬美元，增長
10倍，而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
提出，豐富了中阿交流的內容，成
為促進雙邊關係的新引擎。他表
示，中阿間經貿合作以能源、基礎

設施建設、貿易採購、勞務輸出、
金融、旅遊合作等為主，中國目前
正計劃推進中阿技術轉移中心、阿
拉伯國家和平利用核能培訓中心、
北斗衛星系統落戶阿拉伯中心等項
目的建設。而天水的電工電器、精
密機床、鑽探設備等高端裝備製造
業具備優勢，與阿拉伯國家合作空
間大，中阿交流協會已考慮協助其
在阿拉伯國家設點，進行展示銷
售。
迪拜納世利中東電商貿易平台此

次與天水市簽署三份框架協議，除
電商商務協議外，還有清真食品對

阿出口協議。

甘肅省天水市農產品受青睞
曾留學天津大學、立志打造阿拉

伯國家「阿里巴巴」的迪拜納世利
中東電商貿易平台董事長艾哈邁德·
愛德介紹，納世利目前主要經營歐
美、日韓等國的電子產品，下一步
將擴大產品門類，自己看好天水的
農產品，尤其是花牛蘋果，認為只
要做好阿拉伯國家認可的清真食品
認證、解決物流的問題，銷售前景
一片大好。
此外，天水精美的雕漆工藝品也

引起了愛德的興趣，他主動與企業
對接，計劃合作生產具備阿拉伯國
家特色款式、圖案的雕漆工藝品。

副省長：為全省做出示範帶頭
甘肅省副省長夏紅民於簽約儀式

表示，阿拉伯國家駐華使節天水行
活動進一步加深了了解，領域合作
協議的成功簽約，不僅是天水與阿
拉伯國家務實合作的良好起步，也
為全省加快對外開放做出了示範帶
頭，進行了有益探索，提供了借鑒
模式。天水市委書記王銳、天水市
長楊維俊也出席了活動並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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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合作交流活動在甘肅省天水市舉行。 肖剛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