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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使用閒置募集資金暫時補充流動資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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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使用閒置募集資金不超過50,000萬元（含50,000萬元）暫時補充流動資金，使用期限12 個月之
內。 

一、 募集資金基本情況 
經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關於核准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的批覆》（證

監許可[2014]428號）核准，公司以非公開發行股票的方式向 7名特定投資者發行了500,000,000 股人民幣
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為人民幣1元，發行數量500,000,000股，發行價格為每股人民幣6.00元，扣除
發行費用後的募集資金淨額為人民幣2,959,970,000.00元。2014年9月25日，天職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特
殊普通合夥）對上述募集資金到位情況進行了驗證並出具了《驗資報告》（天職業字[2014]11358號）。

二、發行申請文件承諾募集資金投資項目情況 
根據 《2013 年度非公開發行股票預案》，本次非公開發行所募集資金在扣除發行費用後將投向以下

項目：

項目名稱 項目投資總額（億元） 擬投入募集資金金額（億元）

名城永泰東部溫泉旅遊新區一期 43.64 30

合計 43.64 30

三、募集資金使用情況 

募集年份 募集方式
扣除發行費用
募集資金淨額

已累計使用募
集資金總額

尚未使用募集資
金用途及去向

2014年 非公開發行 295,997萬元 242,387萬元 監管賬戶存款

合計 / 295,997萬元 242,387萬元 /

募 集 資 金
總 體 使 用
情況說明

1、經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十次會議審議同意，公司以募集資金人民幣80,154.44萬元以股東借款方式置換已預先投入募
集資金承諾項目的自籌資金。

2、經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五次會議、第九次會議審議同意，公司在確保不影響募集資金承諾項目建設和募集資金使用計
劃的情況下，累計使用閒置募集資金200,000萬元暫時補充流動資金，使用期限自董事會審議批准該議案之日起不超過
12個月，到期歸還至募集資金專用賬戶。
截至2015年10月23日公司將上述補流資金中的200,000萬元歸還至募集資金專用賬戶。

3、2015年9月24日，經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三十四會議審議同意，公司在確保不影響募集資金項目建設和募集資金使用
計劃的情況下，使用閒置募集資金不超過100,000萬元（含100,000萬元）暫時補充流動資金，使用期限自董事會審議批
准該議案之日起不超過12個月，到期歸還至募集資金專用賬戶。
4、公司根據募集資金承諾項目建設進度，
以募集資金累計支付項目建設工程款62,232.27萬元。

四、本次使用閒置募集資金臨時補充流動資金的計劃 
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三十七次會議審議同意公司在確保不影響募集資金項目建設和募集資金使用計劃

的情況下，使用閒置募集資金不超過50,000萬元（含50,000萬元）暫時補充流動資金，使用期限自董事會
審議批准該議案之日起不超過12個月，到期歸還至募集資金專用賬戶。補充流動資金到期日之前，公司要
將該部分資金歸還至募集資金專戶，並在資金全部歸還後2個交易日內報告上海證券交易所並公告。 

公司承諾將嚴格按照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資金管理辦法（2013年修訂）》和公司《募集
資金管理制度》規定，規範使用該部分資金。 

本次暫時補充流動資金將不影響募集資金計劃的正常進行，不通過直接或間接的安排用於新股配售、
申購，或用於股票及其衍生品種、可轉換公司債券等交易，若募集資金投資項目因投資建設需要使用該部
分補充流動資金的募集資金，公司將及時歸還暫時用於補充流動資金的該部分募集資金，確保不影響原募
集資金投資項目的正常實施。 

五、董事會審議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監管要求
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三十七次會議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關於使用閒置募集資金

臨時補充流動資金的計劃的議案》，一致同意本次使用閒置募集資金臨時補充流動資金的計劃。會議審議
程序符合中國證監會、上海證券交易所有關規定。

六、本次使用閒置募集資金臨時補充流動資金的計劃的專項意見說明 
1、獨立董事對上述使用閒置募集資金臨時補充流動資金的計劃的事項發表了明確同意意見，具體如

下：
（1）公司本次使用閒置募集資金暫時補充流動資金的計劃的事項履行了相應的審批程序，符合中國

證監會《上市公司監管指引第2號——上市公司募集資金管理和使用的監管要求》、上海證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資金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及規範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資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規
定，相關程序合法、合規。

（2）公司在確保不影響募集資金項目建設和募集資金使用計劃的情況下，將閒置募集資金暫時補充
流動資金，用於與主營業務相關的經營活動，未改變募集資金用途，有利於解決公司經營的資金需求，提
高資金使用效率，降低財務費用，優化財務指標，維護公司和投資者的利益。

（3）公司承諾若募集資金項目因投資建設需要使用該部分補充流動資金的募集資金，將及時歸還暫
時用於補充流動資金的該部分募集資金，以確保項目實施進度，不會影響原募集資金項目的正常實施。

（4）同意公司在確保不影響募集資金項目建設和募集資金使用計劃的情況下，使用閒置募集資金暫
時補充流動資金，使用期限12個月之內。 

2、第六屆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使用閒置募集資金臨時補充流動資金的計劃的議
案》。全體監事認為：公司將閒置募集資金暫時用於補充流動資金，能夠提高募集資金使用效率，降低公
司財務費用，不影響募集資金項目的正常進行，不存在變相改變募集資金使用投向，不存在損害股東利益
的情形。相關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監管指引第2號——上市公司募集資金管理和使用的監管要求》、《上
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資金管理辦法（2013年修訂）》的要求，同意公司以閒置募集資金暫時補充流
動資金。

3、保薦機構中信建投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經核查認為：大名城本次使用閒置募集資金暫時補充流動資
金事項，已經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監事會和獨立董事發表了明確同意意見，符合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
會、上海證券交易所有關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該募集資金使用計劃有利於降低公司的財務費用支出，提
高資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經營效益，符合全體股東利益。基於以上意見，保薦機構認為大名城本次使
用閒置募集資金暫時補充流動資金是合理、合規和必要的，保薦機構同意大名城上述募集資金使用計劃。

七、上網公告文件
《中信建投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關於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閒置募集資金暫時補充流動資金

的核查意見》
八、備查文件
1、第六屆董事會第三十七次會議決議
2、第六屆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決議
3、獨立董事意見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5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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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屆董事會第三十七次會議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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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三十七次會議於2015年10月26
日在公司召開。會議召開十日前已向各位董事發出書面通知，會議的召集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有關規定，會議的召開合法有效。會議應出席董事9名，實際出席董事9名。董事長俞培俤先生主持本次
會議。會議經認真審議，通過如下決議：

一、以同意9票，反對0票，棄權0票審議通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報告及正文》。（詳見上海證券
交易所網站及公司信息披露指定媒體刊登的《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報告及正文》）

二、審議通過《人事任免議案》。
經公司總經理提名，董事會提名委員會審核，聘任副總經理鄭國強先生擔任公司財務總監職務；夏克

穎先生不再擔任公司財務總監職務。
同意9票、反對0票、棄權0票
經公司總經理提名，董事會提名委員會審核，聘任鮑金林先生擔任公司副總經理職務。
同意9票，反對0票，棄權0票
公司獨立董事就上述高管聘任發表獨立意見：鄭國強先生、鮑金林先生的提名、審議和表決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相關規定，合法有效。經審查，鄭國強先生、鮑金林先生的工作履歷和能力水
平，符合擔任上市公司高管的任職條件，不存在被中國證監會確定為市場禁入者並且尚未解除的情況，未
發現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規定不得擔任上市公司高管的情形，也未曾受到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
委員會和證券交易所的任何處罰和懲戒。同意聘任公司副總經理鄭國強先生擔任財務總監職務；同意聘任
鮑金林先生擔任公司副總經理職務。

三、以同意9票，反對0票，棄權0票審議通過《關於公司使用閒置募集資金暫時補充流動資金的議
案》。（詳見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及公司信息披露指定媒體刊登的臨時公告2015-099號）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5年10月27日

鮑金林先生簡歷：
1972年3月出生，大學學歷，高級會計師。曾任溫嶺市物資再生利用公司財務科長；溫嶺會計師事務

所註冊會計師；台州天一會計師事務所註冊會計師、主任會計師；浙江錢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會計
師；錢江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副總經理。現任本公司全資子公司深圳名城金控（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證券代碼：600094 900940　　　　證券簡稱：大名城、大名城B　　　　 編號：2015-101

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屆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真實、準確和完整，並對公告中的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者重大遺漏承擔責任。

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屆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於2015年10月26日在公司會議室召開，會
議召開十日前已經向各位監事發出書面通知，會議的召集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會
議的召開合法有效。會議應出席監事3名，實際出席監事3名，會議由王文貴先生主持。會議審議通過如下
決議：

一、審議通過《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報告》。
同意3票，反對0票，棄權0票
二、 審議通過《監事會對2015年第三季度報告的專項審核意見》。
同意3票，反對0票，棄權0票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報告編制和審議程序符合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各項規定。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報告的內容和格式符合中國證監會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相關規定，所包含信息

真實、準確、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在本報告期的經營成果和財務狀況；報告所記載的事項不存在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監事會對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報告審核過程中未發現參與報告編制和審議工作人員有違反保密規定
的行為。

三、審議通過使用閒置募集資金暫時補充流動資金的議案。
同意3票，反對0票，棄權0票
監事會認為：公司將閒置募集資金暫時用於補充流動資金，能夠提高募集資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財

務費用，不影響募集資金項目的正常進行，不存在變相改變募集資金使用投向，不存在損害股東利益的情
形。相關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監管指引第2號——上市公司募集資金管理和使用的監管要求》、《上海證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資金管理辦法（2013年修訂）》的要求，同意公司以閒置募集資金暫時補充流動資
金。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2015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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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報告正文

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應當保證季度報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完整，

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1.2公司全體董事出席董事會審議季度報告。
1.3公司負責人俞培俤、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鄭國強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人員）洪亮保證季

度報告中財務報表的真實、準確、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報告未經審計。
公司主要財務數據和股東變化
2.1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減(%)

總資產 31,679,026,236.40 21,528,554,501.37 47.15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5,745,803,305.48 5,544,607,701.93 3.63

年初至報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5,731,802,082.68 -2,069,650,752.02 不適用

年初至報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減
（%）

營業收入 3,736,226,191.63 1,363,794,548.74 173.96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273,640,458.08 55,120,160.29 396.44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
益的淨利潤

215,318,077.07 57,536,847.54 274.23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4.85 1.38 增加3.47個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60 0.0365 272.60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1360 0.0365 272.60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適用   □不適用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本期金額（7－9月） 年初至報告期末金額（1-9月） 說明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106,769,056.74 106,762,07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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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23,384.30 -93,195,854.00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10,451,871.34 -14,485,598.99 　

所得稅影響額 29,710,938.09 30,585,407.95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27,711,251.20 28,656,347.38 　

合計 45,615,990.39 58,322,381.01 　

2.2截止報告期末的股東總數、前十名股東、前十名流通股東（或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股東總數（戶） 98,083

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全稱）

期末持股數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條
件股份數量

質押或凍結情況
股東性質

股份狀態 數量

福州東福實業發展有限公司 400,309,993 19.90 0 質押 303,390,000
境內非國
有法人

天弘基金－民生銀行－天弘基金－定增31號
資產管理計劃

100,000,000 4.97 0 無 0
境內非國
有法人

興業全球基金－工商銀行－華融信託－華
融·匯盈29號權益投資集合資金信託計劃

100,000,000 4.97 0 無 0
境內非國
有法人

俞培明 100,000,000 4.97 0 無 0
境內自
然人

陳華雲 100,000,000 4.97 0 質押 68,220,000
境外自
然人

東海基金－工商銀行－東海基金－鑫龍74號
資產管理計劃

98,455,000 4.89 0 無 0
境內非國
有法人

福州創元貿易有限公司 92,809,996 4.61 0 無 0
境內非國
有法人

泰達宏利基金－平安銀行－平安信託－平安
財富*創贏一期145號集合資金信託計劃

50,000,000 2.49 0 無 0
境內非國
有法人

俞凱 50,000,000 2.49 0 質押 36,977,000
境外自
然人

俞麗 47,691,464 2.37 0 質押 47,691,464
境外自
然人

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持有無限售條件
流通股的數量

股份種類及數量

種類 數量

福州東福實業發展有限公司 400,309,993 人民幣普通股 400,309,993

天弘基金－民生銀行－天弘基金－定增31號
資產管理計劃

100,0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100,000,000

興業全球基金－工商銀行－華融信託－華
融·匯盈29號權益投資集合資金信託計劃

100,0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100,000,000

俞培明 100,0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100,000,000

陳華雲 100,0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100,000,000

東海基金－工商銀行－東海基金－鑫龍74號
資產管理計劃

98,455,000 人民幣普通股 98,455,000

福州創元貿易有限公司 92,809,996 人民幣普通股 92,809,996

泰達宏利基金－平安銀行－平安信託－平安
財富*創贏一期145號集合資金信託計劃

50,0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50,000,000

俞凱 50,0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50,000,000

俞麗 47,691,464 境內上市外資股 47,691,464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的說明
福州東福實業發展有限公司係公司控股股東，俞培俤先生係公司實際控股人。陳華雲
女士、俞麗女士、俞凱先生、俞培明先生分別係俞培俤先生的配偶、女兒、兒子、兄
弟。福州創元貿易有限公司係福州東福實業發展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動人。

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及持股數量的說明 無

2.3截止報告期末的優先股股東總數、前十名優先股股東、前十名優先股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適用   □不適用 
重要事項
3.1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重大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適用   □不適用 

項目名稱
本期期末數/
本期累計數

上年年初數/
上年同期數

增減額
本期較上期
變動比例

情況說明

預付款項 2,376,706,670.92 1,383,294,244.74 993,412,426.18 71.81%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尚未取得
權證的土地價款

存貨 23,854,556,837.66 16,779,170,635.30 7,075,386,202.36 42.17%
公司本期業務拓展，新增項
目支付的土地成本及在建項
目持續投入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00,000,000.00 370,000,000.00 -270,000,000.00 -72.97%
根據資金安排贖回銀行理財
產品

長期股權投資 1,857,079,346.99 2,341,261.14 1,854,738,085.85 79219.62%
公司新增地產基金份額投資
所致

投資性房地產 422,104,660.47 177,243,158.57 244,861,501.90 138.15%
根據管理層經營意圖，將竣
工開發項目轉入投資性房地
產所致

短期借款 600,000,000.00 351,000,000.00 249,000,000.00 70.94%
根據開發項目資金需求，新
增項目借款增加所致

預收款項 2,818,491,070.54 2,161,210,671.44 657,280,399.10 30.41% 項目預售回款增加所致

應付利息 0.00 53,137,145.01 -53,137,145.01 -100.00% 按合同約定支付利息所致

其他應付款 4,651,670,993.09 2,501,085,855.19 2,150,585,137.90 85.99%
股東借款及其他融資資金增
加所致

一年內到期的
非流動負債

2,445,000,000.00 652,000,000.00 1,793,000,000.00 275.00% 一年內到期的借款增加

長期借款 10,838,500,000.00 5,556,000,000.00 5,282,500,000.00 95.08%
新增項目從地產基金取得借
款所致

長期應付款 25,788,110.14 62,445,957.79 -36,657,847.65 -58.70%
按合同約定支付融資租賃款
所致

營業收入 3,736,226,191.63 1,363,794,548.74 2,372,431,642.89 173.96%
本期交付業主的銷售面積較
上期增加所致

營業成本 2,302,556,216.11 648,942,405.46 1,653,613,810.65 254.82%
本期交付業主的銷售面積較
上期增加所致

營業稅金及附加 409,589,888.66 214,373,015.68 195,216,872.98 91.06%
本期交付業主的銷售面積較
上期增加所致

財務費用 222,763,618.45 59,830,712.62 162,932,905.83 272.32% 融資規模增加所致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損失以「－」號
填列）

-91,256,043.83 -91,256,043.83 不適用
公司投資金融資產公允價值
變動所致

投資收益（損失
以「－」號填列）

105,157,836.98 331,321.47 104,826,515.51 31638.91%
子公司股權轉讓取得收益所
致

營業外支出 15,434,641.18 4,929,091.89 10,505,549.29 213.13% 慈善捐款較上期增加所致

所得稅費用 147,196,624.43 58,739,487.66 88,457,136.77 150.59% 稅前利潤較上期增加所致

公司本期項目銷售情況
  平方米

項目
區域

權益
比例

項目
位置

總建築面積 總可售面積
物業
形態

當期簽
約面積

累計簽約面積 當期結算面積 累計結算面積

福建省 70%
福建省
福州市

3,405,234.51 3,220,044.59
住宅

綜合體
173,005.39 2,069,005.50 50,596.45 1,880,093.11

上海市 100%
上海市
嘉定區

112,242.00 84,833.00 住宅 22,164.74 26,782.11 -   -

江蘇省 100%
江蘇省
常州市

933,394.00 735,959.00 住宅 78,092.66 337,250.33 142,561.52 313,516.32

甘肅省 100%
甘肅省
蘭州市

1,836,208.41 1,653,762.13 住宅 195,532.75 443,507.93 225,416.91 268,845.75

3.2重要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適用   □不適用 
1.  2015年7月29日，公司2015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員工持股計劃及其摘要》及相關議案，本次員工持股計劃擬在股東大會通過後6個月內購買累計
不超過公司總股本的2%的股票，具體內容請詳見公司2015年7月10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上披露的相
關公告。公司分別於2015年8月27日、2015年9月24日披露了員工持股計劃實施進展公告，具體內容請詳
見公司2015年8月27日、2015年9月24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上披露的公告（2015-079）和（2015-
089）。

2.  2015年8月20日，公司2015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公司公開發行公司債券及相關議案，
本次發行的公司債券將向合格投資者發行票面總額不超過人民幣28 億元（含28 億元）的債券，具體內容
請詳見公司2015年8月12日、2015年8月21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上披露的相關公告。目前，公司已取
得中國證券監督委員會下發的《關於核准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資者公開發行公司債券的
批覆》（證監許可【2015】2294號），具體內容請詳見公司2015年10月20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上披
露的公告（2015-095）。

3.  2015年8月20日，公司2015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公司以人民幣150457萬元的價格
受讓西藏鑫聯洪貿易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名城地產(福建)有限公司30%的股權，具體內容請
詳見公司2015年8月5日、2015年8月21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上披露的公告（2015-061）和（2015-
078）。

4.  2015年8月28日，公司2015年第四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公司非公開發行公司債券及相關議
案，本次發行的公司債券將向合格投資者發行規模不超過人民幣45 億元（含45 億元）的債券，具體內容
請詳見公司2015年8月19日、2015年8月29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上披露的相關公告。目前，公司已取
得上海證券交易所下發的《關於對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非公開發行公司債券掛牌轉讓無異議的
函》（上證函【2015】1850號），具體內容請詳見公司2015年10月23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上披露的
公告（2015-097）。

5.  2015年9月29日，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三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公司以人民幣107,768,856.74元的
價格，將公司持有的上海錦墅貿易有限公司100%股權轉讓給福建省潤中實業有限公司，具體內容請詳見
公司2015年9月30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上披露的公告（2015-094）。

6. 2015年10月21日，公司全資子公司名城地產（福建）有限公司通過拍賣方式競得位於福州市馬尾
快安科立視北側一宗地塊的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面積51409.3平方米，出讓金額人民幣153,000萬
元，具體內容請詳見公司2015年10月22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上披露的公告（2015-096）。

7.  截至報告報出日，公司股份及質押情況

股東名稱 持有公司股份總數及佔公司總股本比例 已質押股份數及佔公司總股本比例

東福實業 400,309,993 19.90% 303,390,000 15.08%

創元貿易 92,809,996 4.61% 0 0%

陳華雲 100,000,000 4.97% 68,220,000 3.39%

俞麗 47,691,464 2.37% 47,691,464 2.37%

俞凱 50,000,000 2.49% 36,977,000 1.84%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東承諾事項履行情況
√適用   □不適用 
3.4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比發生重大變動的警示及

原因說明
√適用   □不適用 

公司名稱 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俞培俤

日期 2015-10-26

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責任編輯：李一凡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2015浙江省台州市
投資項目（香港）推介會在港舉辦

張兵推介：台州蓄勢待發，潛力無限

台州市長張兵致辭介紹了當地的經濟及投資狀
況：台州是一座開放包容的希望之城，蓄勢待

發，潛力無限，而隨着國家「一帶一路」、沿海大開
發戰略的實施和台州綜合環境的持續改善，台港合作
正面臨無限商機。

詹耀良：政府支持在當地投資港企健康發展
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會長、香港台州同鄉會
創會會長詹耀良致辭表示，台州是中國民營經濟最活

躍的地區之一，當地市委市政府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特
點，朝着建設成一個現代化的港灣都市區的目標，不
斷地發展經濟，提升民生。詹耀良對台州的發展成果
感到欣喜，並對當地的發展前景感到鼓舞。台州市委
市政府和統戰部、商務局都十分關心和重視在台州的
外來投資企業，支持在當地投資的港資企業健康發
展，維護投資者的合理訴求，幫助解決投資者的實際
困難，他表示感謝。
推介會上還進行了台州灣循環圈經濟產業集聚區

和台州經濟開發區的項目推介，並舉行了隆重的簽約
儀式。

為鼓勵社會各界積極參與植樹保育，應對氣候變化，探索未來植樹
保育新路向，香港賽馬會資助首屆「東江源造林和森林可持續經營」
論壇，論壇由中國綠色碳匯基金會及廣東省林業廳合辦，匯聚內地及
香港多位專家、政府機構代表及學者，從多方面探討植樹保育議題。
「東江源造林和森林可持續經營」論壇是馬會推廣可持續發展工作

的一項新猷，涵蓋議題包括「中國造林綠化和森林可持續經營管理的
目標、戰略和政策」、「香港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和實踐」、「林業的
機遇和挑戰」及「現代森林經營理念」等，共吸引超過一百二十名來
自內地及香港公營機構、院校及科研機構、環保組織、非牟利機構、
企業及公司的代表出席假廣州舉行的論壇。
論壇亦介紹馬會在香港的飲用水源地—東江源頭，支持建設「香港馬會碳匯林」的成功個案，以及科研單位就碳
匯林項目可對當地帶來的長遠生態、環境及社會經濟效益的研究結果。

以服務為宗旨的港澳獅子總會又增添一員，由賴國昭
創會會長創立之油尖旺獅子會在眾多來賓見證下，於9月
11日正式成功創會，創會會員多達30人。
當晚冠蓋雲集並由中國港澳303區總監頒授權杖及創會

證書予創會會長賴國昭，以代表油尖旺獅子會正式成為
世界獅子總會一分子。其創會目的希望為社區人士盡多
一分力，服務有需要人士，如少數民族、青少年等服務
工作，令其融入社區，做個良好公民。

■「東江源造林和森林可持續經營」論壇

香港機場管理局歡迎33個獲批零售特許經營牌照的品
牌，於香港國際機場一號客運大樓西大堂營運，當中包
括多個首次進駐香港國際機場的品牌。同時，西大堂亦
即將開設「食東西」美食廣場，進一步豐富其環球佳餚
選擇。新店舖及食肆將自今年年底起陸續開業，為西大
堂帶來全新面貌。
多個著名品牌獲批授新零售特許經營牌照，涵蓋時

裝、飾物及手錶、包裝食品、旅行及生活用品、影音及
電器，以及玩具、禮品和紀念品。其中，即將首次進駐
香港國際機場的商戶，包括首次於旅遊零售業展示其
Platinum 系列的 Calvin Klein、Kate Spade、Pandora
等。另外，位於西大堂的香港迪士尼樂園奇妙店亦將首
度推出多個互動遊戲，讓旅客在店內盡情玩樂。位於西
大堂的「食東西」美食廣場佔地達1,497平方米，匯聚來
自本地、亞洲及國際品牌的精選食肆。

馬會資助首屆「東江源造林和森林可持續經營」論壇
雲集專家探討植樹保育新路向

機場一號大樓西大堂將展示全新面貌 油尖旺獅子會
創會授證典禮隆重舉行

■■油尖旺獅子會創會授證典禮油尖旺獅子會創會授證典禮

浙江省台州市市委市政府、統戰部及

商務局日前赴港舉辦2015浙江省台州市

投資項目（香港）推介會。台州市委副

書記、市長張兵，台州市副市長李躍

程，台州灣循環圈經濟產業集聚區管理

委員會主任程進，台州市委統戰部部長

周先苗，高盛集團全球合夥人、董事總

經理李碩培，中華總商會副會長李德

麟，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會長、詹

氏有限公司董事長詹耀良，詹氏有限公

司董事總經理詹洪良等出席。 ■2015浙江省台州市投資項目（香港）推介會現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