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貓「巴斯」35歲慶生尋「有緣人」 一場枕頭大戰昨日在上海市中原城市廣場潮流館上演，參加活
動者戴着面具揮舞枕頭相互敲打，旨在了解西方萬聖節相關知識
的同時放鬆減壓。圖為參與遊戲者在相互拋擲枕頭。

■文/圖：新華社

枕頭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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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監管工作函回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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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2015年10月27日收到上海證券交易所《關於對上海三毛企
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重組方案調整相關事項的監管工作函》（上證公函【2015】1815號）
（以下簡稱「監管工作函」）。

根據監管工作函要求，公司與相關中介機構對監管工作函所列問題進行了認真核查，具體回復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重大資產重組草案已經董事會審議，但公司10月16日披露的調整方案未提交公司

董事會審議。請公司核實未履行相關決策程序即對外披露該方案並復牌的原因。
答覆：
公司前期披露的重大資產重組草案是在交易雙方達成一致的情況下報經董事會審議批准後披露的。在

上報審批時，控股股東提出方案調整要求。
公司理解：
1、為盡快推進交易，公司根據控股股東提出的方案調整要求，與交易對方的代表擬定了具體的調整

方案，但尚需與交易對方達成一致意見，該事項存在重大不確定性，需確定後再提交董事會討論；
2、根據《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信息披露及停復牌業務指引》第四條規定：「上市公司董事會對籌

劃實施重大重組事項中的股票及其衍生品種停牌時間應得嚴格控制、謹慎判斷，採取有效措施防止出現長
期停牌，不得濫用停牌措施或者無故拖延復牌時間。」

公司認為，根據信息披露及時性原則和上述停復牌規定，公司將擬定的調整方案以及存在重大不確定
性風險予以披露後就應當復牌。 

獨立財務顧問經核查認為：公司繫在收到控股股東通知後，根據控股股東的意見停牌。在交易雙方未
就調整方案達成一致意見的情況下，公司需與交易對方盡快確定調整方案，而後再提交董事會對調整方案
進行審議。公司公告了調整方案，並對該調整方案可能存在不確定性進行了充分披露，同時根據停復牌的
相關要求進行復牌。

二、公司10月16日以及10月21日發佈的公告均提示方案調整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但未說明不確定性
的具體原因，也未說明該不確定性是否可能導致本次重組終止。請公司及控股股東核實本次重組調整方案
的協商過程、導致方案不確定的具體原因以及導致重組終止的實質障礙。

答覆：
1、交易協商過程
公司於10月9日接到控股股東通知後，即申請停牌並公告，同時與交易對方取得聯繫告知其控股股東

意見。
10月13日及10月15日，公司與交易對方代表就調整事項進行了商談，根據控股股東的要求擬定了調

整方案。並於10月16日公告該調整方案。
10月22日，公司再次與交易對方代表召開會議商談調整事項，但未最終取得談判結果，交易對方代表

表示其股東需根據調整方案作進一步商議。
10月26日上午，交易對方書面通知上海三毛，不同意先前擬定的調整方案。公司及時將該情況報告

控股股東，控股股東明確提出交易對方接受調整方案是其在股東大會上就本次重組方案投贊成票的必要條
件。

2、導致方案不確定性的原因和終止的實質性障礙
公司於10月16日及10月21日發佈的公告中分別提示「以上擬調整的方案尚需與交易對方達成一致意

見。公司將盡快確認上述事項，並及時履行相關程序並披露信息。因上述事項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公司敬
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及「目前上述擬調整方案尚需與交易對方達成一致意見，存在重大不確定
性」。由於需與交易對方達成一致意見，因此，所謂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包含了可能存在著公司與交易對方
三位股東之間無法達成一致意見，導致終止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可能性。

本次重組的實質障礙是交易對方不接受該調整方案導致交易雙方無法達成就調整方案一致意見。而控
股股東明確提出在股東大會上同意本次重組的前提條件是根據其提出的修改意見調整方案。因此，重組已
無繼續進行的可能。

本公司控股股東重慶輕紡控股（集團）公司對公司重組終止發表如下意見：
「1、本公司注意到：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三毛」）與昆山萬源

通電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交易對方」）10月9日接本公司調整方案意見通知後開始談判，交易
對方於2015年10月26日通知上海三毛不接受調整方案，放棄重組機會。

2、本公司堅持認為，交易對方接受調整方案是本公司在股東大會上就本次重組方案投贊成票的必要
條件。

3、請公司根據法定程序，做好本次重組終結的後續工作。」
獨立財務顧問經核查認為：在上海三毛與交易對方協商本次重大資產重組調整方案的同時，上海三毛

獲取並確認相關信息後及時公告，並進行停復牌操作，且提示了相關風險。導致方案終止的原因系交易對
方不接受該調整方案導致交易雙方無法達成就調整方案一致意見，而控股股東明確提出在股東大會上同意
本次重組的前提條件是根據其提出的修改意見調整方案。

三、請重組交易對方王雪根、施亞輝、汪立國說明不接受重組調整方案的具體原因，並說明其不接受
調整方案的意見於10月16日、10月21日及10月26日等公司公告時點是否發生變化。如發生變化，請說明
意見變化的情況及原因。

答覆：
交易對方王雪根、施亞輝、汪立國出具《與上海三毛重組談判終止的說明》如下：
「一、重組方案調整經過   
1、10月9日萬源通股東收到上海三毛通知，其控股股東要求調整先前雙方約定的重組方案，10月13

日，萬源通股東代表王雪根就公司要求調整的事項與公司進行了協商，初定方案後要求需要與其餘股東討
論。10月15日，本次交易股東代表王雪根再次與上海三毛就調整事項進行商議，並根據控股股東的要求擬
定了調整方案，但提出尚繼續需要與股東汪立國與施亞輝商議。

10月22日，萬源通股東王雪根、汪立國與公司進行調整方案的進一步商議。但未最終取得談判結果，
需帶回方案進一步商議。

10月26日，萬源通股東向上海三毛書面通知，因萬源通3方股東未能就調整方案達成一致意見，不同
意先前擬定的調整方案。

二、終止本次重組的原因
萬源通股東認為，前一次方案確定交易價格3.3億元已經是在其作了巨大讓步基礎上達成的協議，現

在又要其再作讓步且激勵政策也有較大變化，難以接受。
三人經過反覆協商，最終決定放棄本次重組機會。」
獨立財務顧問經核查認為：交易對方基於自身利益考慮無法接受相關條款的調整。在擬定調整方案

後，交易雙方一直處於商業談判過程中，交易雙方未達成一致意見，直至交易對方10月26日通知上海三毛
不同意擬定的調整方案。

四、請公司財務顧問海通證券說明其在本次重組調整方案中所開展的工作，就前述對公司及相關方的
三項要求予以核實並發表專項意見。

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獨立財務顧問海通證券關於重組調整方案的專項意見同日披露於上海證券交易所
網站（www.sse.com.cn）。

五、公司股票10月19日復牌後，股票交易出現異動。請公司核實並提供公司、控股股東、交易對方以
及中介機構等與本次方案調整相關的全部內幕信息知情人名單，供本所啟動內幕交易核查。

公司已按上海證券交易所的要求，如實提供上述內幕信息知情人及關聯企業名單。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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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公司股票復牌時間安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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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因終止重大資產重組事項於2015年10月
26日下午開市起停牌。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信息披露及停復牌業務指引》第三十四條至第三十八條
的規定，公司已於停牌次一交易日2015年10月27日向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簡稱「中登公司」）提交查詢申請。經與中登公司聯繫，截止本公告日，公司A股相關查詢事項已完成，
鑒於A、B股交收日差異，B股尚未完成。因此公司尚未取得向中登公司查詢的A、B股信息結果。

公司預計，若收到中登公司查詢結果之日為T，則具體股票（A股600689，B股900922）復牌時間安
排如下：

T+1個交易日：公司召開董事會；
T+2個交易日：披露董事會決議，並公告投資者說明會召開安排；
T+3個交易日：召開投資者說明會，並於當日提交投資者說明會召開情況的公告及復牌申請；
T+4個交易日：公司股票復牌。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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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毛澤東號」機車前拍照留念。新華社

本報記者前日從海峽（福州）大熊貓研究交
流中心獲悉，下月28日，將為明星熊貓「巴
斯」慶祝35歲生日。作為慶生重頭戲，「尋找
『巴斯』有緣人」活動亦將正式啟動。
據悉，「尋找『巴斯』有緣人」活動旨在通
過網絡，尋找世界各地、不同時間曾經見證、
參與「巴斯」重要「人生節點」的人，並邀請
他們前來講述他們與「巴斯」及大熊貓之間的
故事，激發全社會關愛大熊貓、保護大自然、
共建和諧社會的意識和熱情。而部分「有緣
人」將到現場慶賀「巴斯」生日快樂。

相當於人類百歲
據海峽(福州)大熊貓研究交流中心主任陳玉村
介紹，目前「巴斯」非常健康，1980年出生的
熊貓「巴斯」現年35歲，相當於人類百歲以
上，牠是1990年北京亞運會吉祥物盼盼的原
型，亦是現在最高壽的活體大熊貓。野生大熊

貓的平均壽命一
般只有 12 歲，
「巴斯」活到現
在，已經算是一
個奇跡。
據了解，為了

「巴斯」的營養
均衡，科研人員
給牠制定的食譜
上還有蘋果和蘿
蔔等果蔬，而這
些都會嚴格稱
重，並切成絲後
才給「巴斯」食
用。而老年熊貓
需要的營養品，比如鈣、卵磷脂、蛋白粉等
等，都會加入其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

隨着湖南長沙至
北京的T2次列車駛
入北京站站台，誕
生於解放戰爭期間
的「毛澤東號」機
車將完成行駛1,000
萬公里，相當於繞
行地球赤道250圈。
相對於「朱德號」
和「周恩來號」等
其他機車，「毛澤
東號」機車是誕生
最早、行駛公里數
最長，從始建之初到現在安全行駛無事故的機車組。昨日下午在站台
上還有一個簡單的紀念儀式。
「毛澤東號」機車最初隸屬於哈爾濱機務段，構造速度80公里/小
時。解放戰爭期間，「毛澤東號」機車承擔着運送部隊和戰爭物資的
任務。1949年，機車「落戶」北京，目前毛澤東號機車是全世界單車
功率最大的機車。 ■《法制晚報》

重慶重醫附屬永川醫院近日接診了一位被馬蜂嚴重蜇傷的病人。因
為馬蜂毒素成鹼性，需要用弱酸性物質中和，而母乳具有抗毒素和抗
感染的作用，可以中和馬蜂毒素。情況緊急之下，醫院2位同在哺乳期
的護士立刻擠奶救人，但患者最終還是因多器官功能障礙不幸離世。
據主治醫師黎洋介紹，該患者入院時，全身不下100處傷口。於是

黎洋決定對其傷口採用人奶消腫治療。就在醫護人員到處尋找人奶
時，正好處於哺乳期的護士黃清挺身而出。這時另一位同在哺乳期的
護士，也加入獻奶行列。
遺憾的是，由於傷情過重，患者心率驟降，瞳孔散大未縮小，不能

捫及大動脈脈動，最終不幸去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

渝漢遭蜂蜇傷渝漢遭蜂蜇傷 護士擠奶救人護士擠奶救人

在江西景德鎮浮梁
縣城內，今年85歲的
景德鎮老瓷工余二妹
花費近5年的時間，
用籌集的逾600萬元
經費建造一座特殊的
「陶瓷王國」。
在「陶瓷王國」

內，左右兩側牆壁上
均佈滿了陶瓷碎片，
除此之外還有青花、
粉彩等不同樣式的瓷
板畫，而畫框使用了小型的陶瓷罐圍繞組成，在第一層的頂部整齊地貼
滿了瓷盤、瓷瓶、瓷碗等各式各樣的陶瓷製品。
如今，余二妹的心願已經完成過半，她告訴記者希望能在今年完成

瓷宮的籌建工作。「我就是喜歡陶瓷，建了這個陶瓷王國，我感覺很
驕傲。」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牛琰江西報道

■■金華火腿金華火腿。。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10月26日，世界衛生組織下屬的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ARC）一份報告將火腿、煙肉等
腌製加工肉製品列為「一類致癌物」。消息一
出，一石激起千層浪，首當其衝的就是「金華火
腿」。

防腐使用量在規定內
事實上，加工肉製品致癌的說法很早就有了。

金華市火腿行業協會會長馬小鐘認為，報告中所
說的加工肉製品主要指使用煙熏、腌製和添加化
學物品等方式處理過的食物，但馬小鐘表示，經
過現代工藝的改良，金華火腿早已從腌臘肉品類
變成了發酵食品類，等同於酸奶、紅酒。
記者了解到，傳統金華火腿在加工過程中，有

時候為賦予肉類鮮艷的顏色和防腐，會在製作過

程中使用亞硝酸鹽，這是一種致癌物。對此，馬
小鐘表示，目前為止並沒有一種可以完全替代亞
硝酸鹽的物質，不過他強調是在國家規定的範圍
內使用。

富含營養可適量食用
在金華市中醫醫院營養師陸素飛看來，火腿、

煙肉、香腸等加工肉類製品會增加癌症風險，這
早已得到普遍認可，確實應該少吃，但這並不代
表這些東西完全不能吃。「火腿經過長時間發
酵，裡面富含的蛋白質分解成了遊離的氨基酸，
使得人體更容易吸收，從而達到滋補養身、強身
健體的作用，此外火腿富含的鋅和鐵也是人體所
必須的微量元素。」陸素飛建議，市民可以合理
食用。

贛八旬嫗籌贛八旬嫗籌600600萬鑄萬鑄「「陶瓷王國陶瓷王國」」

■余二妹自籌600萬在深山裡建造的「陶瓷宮
殿」。 本報江西傳真

■1980年出生的熊貓「巴
斯」現年35歲，牠是1990
年北京亞運會吉祥物盼盼的
原型。 本報福建傳真

中國人食用火腿的習

俗自古有之，然而近日

世界衛生組織發佈的

「火腿致癌說」則讓不

少人陷入了「吃與不

吃」的兩難境地，而國

內火腿主產地——浙江

金華就掀起了軒然大

波。28日，金華市火

腿行業協會負責人表

示，報告中所說的加工

肉製品主要指使用煙熏、腌製和添加化學物

品等方式處理過的食物，但經過現代工藝改

良，金華火腿早已不是腌製品，而是發酵食

品，市民不必「談肉色變」。 ■中新社

「「致癌說致癌說」」影響消費信心影響消費信心？？市民多反應淡定市民多反應淡定
雖然世衛組織將雖然世衛組織將「「火腿火腿、、煙肉煙肉」」等加工肉等加工肉
類列為最高風險的一類致癌物類列為最高風險的一類致癌物，，但記者通過但記者通過
走訪發現走訪發現，，中國的消費者們大多反應比較平中國的消費者們大多反應比較平
淡淡。。
記者前日下午來到了金華市火腿市場記者前日下午來到了金華市火腿市場，，以以
「「買家買家」」身份隨機走進了一家火腿店身份隨機走進了一家火腿店，，店主店主
告訴記者告訴記者：「：「世衛的說法並不靠譜世衛的說法並不靠譜，，國內產國內產
出出500500萬條火腿萬條火腿，，人均食用量其實是很少人均食用量其實是很少
的的，，要買的人還是會來買要買的人還是會來買，，這幾天的生意並這幾天的生意並
沒有受到影響沒有受到影響。」。」隨後記者走進了多家火腿隨後記者走進了多家火腿

店店，，都得到了同樣的說法都得到了同樣的說法，，似乎消費者並沒似乎消費者並沒
有為有為「「致癌說致癌說」」動搖動搖。。
雖然大部分消費者的態度頗為淡定雖然大部分消費者的態度頗為淡定，，但金但金

華金字火腿有限公司一負責人認為華金字火腿有限公司一負責人認為，，世衛的世衛的
這則報告還是為他們帶來了負面影響這則報告還是為他們帶來了負面影響。。
不過不過，，該負責人最後強調說該負責人最後強調說：「：「影響雖然影響雖然

是有的是有的，，但也是有限的但也是有限的。」。」他認為他認為，，金華火金華火
腿作為一個千年老品牌腿作為一個千年老品牌，，在民眾心中已經形在民眾心中已經形
成了市場成了市場，，很難輕易改變很難輕易改變。。何況世衛這份報何況世衛這份報
告的嚴謹性還有待商榷告的嚴謹性還有待商榷。。 ■■中新社中新社

■■世界衛生組織旗下的國際癌症世界衛生組織旗下的國際癌症
研究機構研究機構(IARC)(IARC)發佈報告發佈報告，，將香將香
腸腸、、火腿火腿、、煙肉等加工肉製品列煙肉等加工肉製品列
為為「「致癌物致癌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金華火腿市場近日並未受到新聞的過
分衝擊。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