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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提供資金借貸款，借貸時間三
年以上，同時代開信用證。

B.古藏 100 年以上翡翠綠色手
鐲、翡翠佛像、翡翠玉石塊。

C.協助提供英國、美國、澳洲、加
拿大，勞務簽證，時間三年，
手續合法，勞工部批准，有勞
務合同書，請來電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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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股票交易異常波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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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內容提示：

●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或「本公司」）股票連續三個交
易日內日收盤價格漲幅偏離值累計超過20%，屬於股票交易異常波動。

● 經公司自查並向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核實，不存在應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項。
一、股票交易異常波動的具體情況

本公司股票於2015年11月10日、11日、12日連續三個交易日內日收盤價格漲幅
偏離值累計超過20%，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交易規則》的相關規定，公司股票交易
屬於異常波動情況。
二、公司關注並核實的相關情況

1、近期本公司生產經營情況正常，內外部經營環境未發生重大變化，也不存在
需要更正、補充之處；公司不存在影響公司股票交易價格異常波動的重大事宜。

2、經自查，公司不存在應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於重大資產重
組、發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購、債務重組、業務重組、資產剝離和資產注入等重大事
項。

3、經向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發函問詢得知，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不存在應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於重大資產重組、發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購、
債務重組、業務重組、資產剝離和資產注入等重大事項。

4、未發現對公司股票交易價格可能產生重大影響的其他媒體報道或市場傳聞，
除公司已披露信息外，不存在其他應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5、經核查，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在
本次股票異常波動期間未買賣本公司股票。
三、董事會聲明及相關方承諾

本公司董事會確認，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有關規定，本公司
目前不存在應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項或與該事項有關的策劃、商談、意向、協議等，董
事會也未獲悉本公司有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有關規定應披露而未
披露的、對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種交易價格產生較大影響的信息。
四、相關風險提示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網站、媒體為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及
《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有關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網站、媒體刊登
的公告為準，敬請廣大投資者及時注意、充分了解投資風險，謹慎、理性投資。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5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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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變更證券簡稱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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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內容提示： 
•簡稱變更日期：2015年11月18日 
•變更後的證券簡稱：上海臨港、臨港B股 
鑒於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上市公司」）重大資

產重組工作實施順利，先後完成：股份無償劃轉、重大資產置換、發行股份購買
資產及募集配套資金四部分工作。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實施完成後，公司原有自動
化儀表業務，包括資產、負債（含原有職工人員）已經剝離，同時相應的園區開
發業務資產已經注入到上市公司。截至目前，公司已經完成主營業務和控制權的
轉變。

2015年10月22日，公司2015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關於變更公
司名稱的議案》（公告編號：2015-050，《2015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
告》），公司名稱擬變更為「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10月30日，
公司獲得外商投資企業批准證書。2015年11月2日，公司獲得上海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頒發的新營業執照，公司名稱變更為「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
告編號：臨2015-053，《關於完成工商變更登記的公告》）。至此，公司已經更
名為「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11月8日，公司召開了第九屆董事
會第三次會議，以通訊方式審議通過了《關於變更公司證券簡稱的議案》，擬將
公司A股證券簡稱由「自儀股份」變更為「上海臨港」，B股證券簡稱由「自儀B
股」變更為「臨港B股」。

公司經向上海證券交易所申請，自2015年11月18日起， 公司A股證券簡稱由
「自儀股份」變更為「上海臨港」，B股證券簡稱由「自儀B股」變更為「臨港B
股」，公司A股證券代碼「600848」及B股證券代碼「900928」不變。

特此公告。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5年11月13日

聯想手機料最快下季扭虧

期內，收入按年升9.56%至228.66億美元，其中，
個人電腦業務的收入同比下跌9%至154.25億美

元。毛利升14.8%至32.22億美元，毛利率由去年同期
13.4%升至14.1%。單計第二季，除稅前虧損為8.42億
美元，與里昂早前預期之8.27億美元及中銀國際8.49億
美元除稅前虧損相若。收入為121.5億美元，按年升
15.99%，毛利率由去年同期13.9%降至13%。

重組開支於第二財季入賬
楊元慶昨日於電話會議上表示，首財季提到的重組計
劃已按計劃進行，所有重組開支已於第二財季入賬，預
期未來不會有額外相關開支，亦無進一步裁員計劃。他
提到，智能手機業務策略清晰，現時主力發展新興市場
業務，提升當地市場份額，明年會於已發展國家，如美
國推出新產品，而中國則致力扭虧，又指雖然線上銷售
競爭激烈，惟佔整體銷量僅20%。他強調，集團已經開
始復甦，有信心智能手機可於未來1至2季度扭虧為

盈，強調雖然內地業務市佔率下跌，但處於市場首位。

整合摩托羅拉移動現效應
楊元慶表示，聯想仍會採用傳統零售途徑出售手機。

他又提到，聯想併購摩托羅拉移動的行動，現時透過業
務整合，已體現到合併的效應。他表示，集團將會繼續
簡化手機產品組合，現在則集中去庫存。對於內地電
商，楊元慶表示，雖然內地非常流行以電商形式銷售手
機，但目前該部分銷售只佔整體市場逾兩成。

至於未來會否再加快收購行動時，楊元慶就指，公司
未來不一定要進行收購，會考慮與不同公司合作。在企
業客戶業務方面，公司已取得百度、阿里巴巴及騰訊
(0700) 等訂單，認為企業轉向雲端系統，對設備需求
大，對前景樂觀。
而早前有傳聯想有意將巴西電腦廠商CCE，出售予

CCE原股東，首席財務官黃偉明表示，只是將生產業
務賣回給原有股東，並不是出售整個業務，原股東未
來會繼續為聯想生產底板，該品牌仍由聯想擁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聯想(0992)

公佈截至9月底中期業績，錄得虧損6.085億

美元，去年同期純利4.76億美元；每股虧損

5.49美仙，派發每股中期息6港仙，與去年相

同。 第二財季虧損7.14億美元，較預期少。

聯想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楊元慶表示，相信最壞

的時刻已過去，有信心智能手機可於未來1至

2季度扭虧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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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黃金協會中國區董事總經理王立新。
張偉民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世界黃金
協會昨公佈今年第三季度《黃金需求趨勢報
告》，第三季全球黃金總需求按年增加8%
至1,121公噸，惟在黃金需求不斷增加下，
第三季黃金總供應量按年只微漲1%至1,100
公噸。
世界黃金協會中國區董事總經理王立新

昨於記者會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內地金飾需
求均按年下跌，第三季回升4%，他指，10
月至11月為傳統淡季，但12月則因有聖誕
節及明年初春節假期，料會刺激金飾需求回
升，相信第四季金飾需求表現樂觀，預期全
年內地黃金消費需求介乎900至 1,000公
噸，按年持平。

瑞聲非聲學業務增長超預期

華御結新店吸引家庭客

csl.推「數據滾滾存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瑞聲科技（2018）昨公
佈，今年首9個月純利20.96億元（人民幣，下同），較
上年同期增加37.1%，每股基本盈利170.7分。公司非聲
學業務增長超預期，執行董事莫祖權昨表示，該業務收入
佔比明年仍有機會上升，惟現階段無意調整30%的目標。

首9月純利按年增37%
公司首9個月收入78.91億元，按年增加36.5%。毛

利率維持41.5%水平，觸控馬達及無線射頻結構件解決
方案收入合共增長3.5倍，佔總收入35%。
單計第三季，純利8.51億元，較上年同期之5.5億元
增 54%。收入按年增 54%至 31.84 億元，毛利率
41.6%。
其中，非聲學業務按年增長近1.5倍，佔總收入
40%。公司來自內地客戶的銷售按年上升76%，佔總收
入逾30%。

莫祖權昨於記者會表示，非聲學業務在首三季表現向好，
預期全年可超額完成30%的目標，暫未有明年目標佔比。
至於觸控馬達價格有否下調壓力，他表示，該類產品

價格與用戶體驗及技術含量掛鈎，兩者缺一便難以維持
高價。
他又稱不擔心競爭影響公司市佔率，認為對手間強項

有別，公司每年將收入7%用於研發，以提升技術競爭
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婉玲）進駐香港
4年的日式食品店「華御結」昨在太古港鐵
站開第14間分店，並與其他日本食品店合
作，引入更多食品類型。百農社國際董事
長西田宗生表示，公司其他分店平均每天
可賣出1,000個御結。以往的分店一直開設
於工商大廈，今次首次進駐港鐵站，是希
望吸引更多家庭客戶。未來會視乎情況，
再決定未來會否租其他港鐵站店舖。

引入日本甜品老店食品
他表示，香港的商舖租金昂貴，所以以

中央工場形式製作食品，以減輕成本。雖

然最近香港零售市道放緩，但業主未有
減租。華御結新分店將與三間日本食品公
司合作，引入日本甜品老店的食品，例如
受香港人歡迎的大福和宇治抹茶卷等。
港鐵車站商務業務經理陳靜賢表示，

希望繼續與更多特色食品公司洽商，而
對於最近續租的情況，她指情況符合預
期。
由於港鐵內的商戶售賣的產品主要圍繞

市民生活需要，所以未有見整體零售市道
影響商舖生意，亦沒有太多商戶主動要求
減租，現時最受商戶歡迎的店舖位置為東
鐵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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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張易）六福集團
（0590）昨發盈警，
料截至9月30日止半
年盈利按年大跌約
40%，主要由於珠寶
首飾產品收入減少；
小「搶金潮」引致黃
金銷售比重增加，令
整體毛利率下降；整
體租金開支佔營業額
比率上升；及有關香
港資源（2882）及其
子公司之投資項目虧
損擴大。
六福昨收報 19.56

元，跌1.2%。

■華御結太古港鐵站分店開業。(左3起)港
鐵車站商務業務經理陳靜賢、百農社國際董
事長西田宗生。 吳婉玲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內地三大電訊
商上月推出數據流量不清零，用戶該月未用完的
數據可以於下一個月繼續使用。本港消委會早前
亦表示，本地電訊商應參考。昨日香港電訊
(6823)公佈旗下csl.將推出每月48元的「數據滾滾
存服務」，讓客戶滾存於合約期內的流動數據餘
額，自動滾存至下一個月。
香港電訊表示，現有客戶不必等待約滿亦可在

其服務計劃的餘下合約期內加入該服務。服務計
法，例如訂用6 GB服務計劃的客戶，在第一個
月僅使用4GB，剩餘的2 GB將滾存至下一個
月，第二個月的總流動數據量便增加至8 GB。
3香港表示，公司有不同數據用量的月費計

劃，滿足不同客戶，而客戶亦可自行查閱數據使
用量以及設定短訊提示。上台時亦可選擇於合約
期內，每月以40元選購額外1GB數據。3香港又
指，本港電訊市場發展成熟，大部分客戶亦清楚
自己的數據使用量，會挑選最適合自己用量的月
費計劃，未來會繼續留意本地電訊市場發展，因
應客戶需要推出不同的月費計劃。而數碼通
(0315)方面表示，不就個別網絡商作出評論。

新秀麗「雙十一」網售增132%
香港文匯報訊 新秀麗（1910）昨日宣佈於
「雙十一」在天貓的網上旗艦店錄得的破紀錄銷
售增長。集團旗下各品牌於全球最大的網上購物
日在天貓旗艦店銷售額創下2,700萬人民幣零售
估值的成績，銷量按年大增132%。
昨 天 多 數 的 銷 售 額 集 中 在 新 秀 麗 及

AmericanTourister品牌，而最受消費者歡迎的是
剛剛推出的Sigma及Munich旅行箱系列。

平保子公司公佈首10月收入
香港文匯報訊 平安保險(2318)昨日公佈，子公
司中國平安人壽保險、中國平安財產保險、平安
健康保險及平安養老保險於今年首10個月的原
保險合同保費收入分別約為1,782.84億元（人民
幣，下同）、1,342.37億元、4.62億元及113.16
億元。
另外，中再保(1508)昨日公佈，今年首10個月

經由子公司中國大地財產保險所獲得的原保險保
費收入約為217.83億元。

佳兆業首10月賣樓均價下跌
香港文匯報訊 佳兆業(1638)昨日公佈，今年首

10個月錄得合約銷售額52.33億元(人民幣，下同)，
總合約建築面積約86.38萬方米，平均售價為每方
米6,058元，較去年首11個月每平方米10,233元
低，主要是來自二、三線城市的貢獻為主。
佳兆業與多個項目債權人達成協議後，集團可

就該等項目申請預售許可證及重新開售，當中南
京佳兆業城市廣場於7月10日獲授出預售許可
證，惠州佳兆業壹號亦於8月21日及9月24日獲
授出預售許可證。另外，深圳有4個物業項目處
於預售階段。截至本月10日，有合共1,444個單
位，涉及11.18萬平方米，遭中國地方法院司法
查封而無法正常銷售並將資產「解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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