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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邑商工總會元旦團拜
百人出席交接典禮 陳啓球膺理事長 鄒悅仁任監事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西營盤街坊福利會、
香港西區業主聯誼總會、香港女童軍中西區分會日
前在上環假日行人坊舉行「西營盤街坊會獻藝齊頌
聖誕」。行人坊設約60個攤位，種類包羅萬有，包
括有DIY手作品、健康食品、特色家品、時尚衣服
等。大會更安排歌舞表演助興，其中兒童芭蕾舞、
HIPHOP舞及小蜜蜂女童軍歌舞表演，更顯親子和
諧氣氛。
西營盤街坊福利會、香港西區業主聯誼總會會長

李廣林，副理事長張文質、葉松齡、袁永和、李豐
年，聯同主禮嘉賓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巡視員李開
剛，中西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林冰冰，中西區區議
會副主席陳學鋒，西區警民關係主任周詠儀，中區
警民關係主任鍾健揚，上環及西營盤分區委員會主
席陳耀強，港九各區街坊協進會主席蔡培，中西區
秋冬社區慶典活動籌備工作小組主席葉振南一同主
持活動啟動儀式。

李開剛林冰冰陳學鋒致辭
主禮嘉賓李開剛、林冰冰、陳學鋒致辭時，均讚

揚兩會在區內舉行各種活動，為社區和諧作出貢
獻。
李廣林表示，兩會長久以來服務坊眾，為中西區

內坊眾舉辦各式各樣的興趣班，如歌詠班、太極
班、舞蹈班、粵曲班、卡拉OK班，派福米活動及
專題講座，藉此加強與街坊之間的接觸與溝通，並
透過活動把一些重要訊息如道路交通安全，防騙知
識等與街坊們共同分享。

西營盤坊會獻藝頌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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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屆董事會2015年第七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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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2015年12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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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七次臨時會議的通知，並於2015年12月31日
在公司會議室召開。會議應出席董事6名,實際出席6名。公司監事受邀列席了會議。會
議的召開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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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張文卿董事長、總裁辭職的議案》
根據重慶市國資幹部管理的相關規定，張文卿先生因年齡原因不應再擔任公司董

事長、董事及總裁一職，由此，張文卿先生向公司提出辭去公司董事長、董事及董事會
相關專門委員會委員職務，同時一併辭去公司總裁職務。公司董事會同意張文卿先生的
上述決定。

根據《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關規定，張文卿先生的辭職未導致公司董事
人數低於《公司法》規定的最低人數，但將導致公司董事人數低於《公司章程》規定人
數的2/3，在增補董事就任前，張文卿先生仍將依據相關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的
規定履行董事及董事會專門委員會委員的相關職責。

表決結果：同意6票，反對0票，棄權0票。
二、審議通過《關於增補第八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的議案》
鑒於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長、董事張文卿先生辭去公司董事會相關職務後，將

導致公司董事人數低於《公司章程》規定人數的2/3。根據《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關規定，為保證公司董事會工作的正常運行，結合本公司控股股東的推薦意見，公
司董事會同意提名胡渝先生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附簡歷）

公司獨立董事就本次增補第八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的議案發表了獨立意見。（獨
立董事發表的獨立意見詳見同日刊登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的公告）

表決結果：同意6票，反對0票，棄權0票。
三、審議通過《補選鄒寧先生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長的議案》
同意補選鄒寧先生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長，並由其擔任原董事長在各專門委

員會中的職務。任期至第八屆董事會屆滿為止。（附簡歷）
公司獨立董事就補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長的議案發表了獨立意見。（獨立董事發

表的獨立意見詳見同日刊登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的公告）
表決結果：同意6票，反對0票，棄權0票。
四、審議通過《關於聘任公司總裁的議案》
同意聘任鄒寧先生為公司總裁。（附簡歷）
公司獨立董事就聘任公司總裁的議案發表了獨立意見。（獨立董事發表的獨立意

見詳見同日刊登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的公告）
表決結果：同意6票，反對0票，棄權0票。
五、審議通過《關於召開2016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議案》
鑒於上述議案中第二項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公司擬召開2016年第一次臨時

股東大會，並將前述議案提交公司臨時股東大會審議。
（詳見同日刊登於《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及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

sse.com.cn的公告。）
表決結果：同意6票，反對0票，棄權0票。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簡歷：
鄒寧，男，漢族，1969年6月出生，大學本科畢業，助理工程師。1991年7月參加

工作。曾任重慶外貿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資產處處長；重慶輕紡控股（集團）公司資
產營運部副部長、資產營運部部長；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現任重慶輕紡控股（集
團）公司企業管理部部長、重慶繭絲綢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重慶海州建材有限公司董
事長（法人代表）、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

胡渝，男，漢族，1974年1月出生，中共黨員，本科學歷，政工師。曾任重慶啤
酒（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團委副書記、重慶輕紡控股（集團）公司紀檢審計室業務主
管。現任重慶輕紡控股（集團）公司企業管理部副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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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2016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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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大會召開日期：2016年1月18日
●本次股東大會採用的網絡投票系統：上海證券交易所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系統
召開會議的基本情況
（一）股東大會類型和屆次
2016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
（二）股東大會召集人：董事會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東大會所採用的表決方式是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相結合

的方式
（四）現場會議召開的日期、時間和地點
　　　召開的日期時間：2016年1月18日 14點00分
　　　召開地點：上海市黃浦區斜土路791號5樓會議室
（五）網絡投票的系統、起止日期和投票時間。
　　　網絡投票系統：上海證券交易所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系統
　　　網絡投票起止時間：自2016年1月18日
　　　　　　　　　　　　至2016年1月18日
採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絡投票系統，通過交易系統投票平台的投票時間為股東大

會召開當日的交易時間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過互聯網投票
平台的投票時間為股東大會召開當日的9:15-15:00。

（六）融資融券、轉融通、約定購回業務賬戶和滬股通投資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資融券、轉融通業務、約定購回業務相關賬戶以及滬股通投資者的投票，
應按照《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東大會網絡投票實施細則》等有關規定執行。

（七）涉及公開徵集股東投票權
　　　不適用
會議審議事項
本次股東大會審議議案及投票股東類型

序號 議案名稱
投票股東類型

A股股東 B股股東
非累積投票議案
1 關於修訂《募集資金使用管理辦法》的議案 √ √ 
2 關於增補第八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的議案 √ √ 

各議案已披露的時間和披露媒體
議案1經公司第八屆董事會2015年第四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議案2經公司第八屆

董事會2015年第七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詳情參見2015年9月1日、2016年1月4日刊登
於《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及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的相關公
告。

特別決議議案：無
對中小投資者單獨計票的議案：全部議案
涉及關聯股東迴避表決的議案：無
應迴避表決的關聯股東名稱：不適用
涉及優先股股東參與表決的議案：不適用
股東大會投票注意事項
（一）本公司股東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系統行使表決權的，既

可以登陸交易系統投票平台（通過指定交易的證券公司交易終端）進行投票，也可以登
陸互聯網投票平台（網址：vote.sseinfo.com）進行投票。首次登陸互聯網投票平台進
行投票的，投資者需要完成股東身份認證。具體操作請見互聯網投票平台網站說明。

（二）股東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系統行使表決權，如果其擁有
多個股東賬戶，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東賬戶參加網絡投票。投票後，視為
其全部股東賬戶下的相同類別普通股或相同品種優先股均已分別投出同一意見的表決
票。

（三）同一表決權通過現場、本所網絡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複進行表決的，以
第一次投票結果為準。

（四）股東對所有議案均表決完畢才能提交。
（五）同時持有本公司A股和B股的股東，應當分別投票。
會議出席對象
（一）股權登記日收市後在中國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記在冊的公

司股東有權出席股東大會（具體情況詳見下表），並可以以書面形式委託代理人出席會
議和參加表決。該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東。

股份類別 股票代碼 股票簡稱 股權登記日 最後交易日
A股 600689 上海三毛 2016/1/7 －
B股 900922 三毛B股 2016/1/12 2016/1/7

（二）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三）公司聘請的律師。
（四）其他人員。
會議登記方法
1、符合上述條件的股東於2016年1月15日（星期五）9-16時持股東賬戶卡及個人

身份證或單位介紹信登記，異地股東可用信函或傳真方式登記；  
2、登記地址：上海市東諸安濱路165弄29號403室紡發大樓上海立信維一軟件有

限公司（近江蘇路，交通：地鐵2號線江蘇路站4號口出，臨近公交01路、62路、562
路、923路、44路、20路、825路、138路、71路、925路） 

聯繫電話：（021）52383315
傳　　真：（021）52383305
聯 繫 人：歐陽雪
郵　　編：200052
參會方法
1、法人股東憑法定代表人證明文件或授權委託書、營業執照複印件、本人身份證

複印件參會。
2、自然人股東憑股票賬戶卡及本人身份證複印件參會。委託代理人憑委託人股票

賬戶卡、委託代理人身份證複印件、授權委託書參會（授權委託書樣式見附件）。
其他事項
1、會期半天，一切費用自理。
2、根據有關規定，本次股東大會不備禮品（包括車票）。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5年12月31日

附件：授權委託書

●報備文件
提議召開本次股東大會的董事會決議

附件：授權委託書

授權委託書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茲委託＿＿＿＿＿＿＿先生（女士）代表本單位（或本人）出席2016年1月18日

召開的貴公司2016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並代為行使表決權。

委託人持普通股數：　
委託人股東帳戶號：

序號 非累積投票議案名稱 同意 反對 棄權
1 關於修訂《募集資金使用管理辦法》的議案    
2 關於增補第八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的議案    

委託人簽名（蓋章）： 　　　　　　　受託人簽名：
委託人身份證號： 　　　　　　　　　受託人身份證號：
委託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委託人應在委託書中「同意」、「反對」或「棄權」意向中選擇一個並打「√ 」，

對於委託人在本授權委託書中未作具體指示的，受託人有權按自己的意願進行表決。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鄒悅仁致開會辭表示，作為該會第三十三屆的理事
長，在兩年間任期內，獲得各位理監事同仁的精

誠合作與支持，讓會務得以順利完成。新一屆理監事同
仁經驗豐富，相信在理事長陳啓球的主持下，將帶領該
會進入新的台階，讓會務工作得以發揚光大。
陳啓球表示，他被推選為新一屆理事長，能與各位一
起參與及處理會務讓他深感榮幸，並表示將竭盡所能，
在各位前輩的指導下，與全體理監事同仁一起群策群
力，讓會務得以繼續傳承發展。他指出，香港回歸祖國
已18周年，中央在十八屆五中全會的「十三五」規劃
中，明確了中國經濟未來的五年發展計劃，為保持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對香港的經濟轉型，以及強化國際金融
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的地位，為香港同胞提供了
多方面的商機。新的一年，是「十三五」規劃的開局
年，只要大家善用國家的優惠政策，發揚港人的聰明才
智，背靠祖國的強大與持續發展，香港的未來也必定會
更加美好。
他總結時稱，去年該會屬校學生成績均普遍及顯著提

高，當中黃棣珊紀念中學在中學文憑試中，有6位同學
獲優異成績，陳南昌紀念中學則有兩位同學在文憑試中
獲優異成績，成績令人滿意，可喜可賀，希望今後再接
再厲，爭取更高榮譽。

陳國超盼弘「四邑一家」精神
陳國超表示，香港四邑商工總會創會百多年來，歷屆

首長以「四邑一家，精誠團結」為依歸，致力擴展會
務，確立健全制度，奠下穩固根基。新一屆出任的首長
及熱心會務的各位成員，對會務有極大貢獻，展望新一
年，相信該會在全體理監事共同努力下，會務將蒸蒸日
上，把「四邑一家」的精神發揚光大。
最後由陳國超主持切餅儀式，祝各位新年進步，場面

溫馨熱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香港四邑商工

總會元旦日假會所舉行第三十三屆、第三十四

屆交接典禮暨元旦團拜，陳啓球榮膺新一屆理

事長，鄒悅仁任監事長，副理事長包括梁健

成、陳鴻基、何深權，由該會顧問陳國超主持

交接典禮，該會理監事、歷屆首長等近百人出

席，歡慶新年，場面熱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潮州
商會日前於會所接待安徽省港澳事務辦
公室主任王信一行訪港，會長張成雄表
示，該會與安徽省關係密切，有不少老
朋友，雙方保持着緊密的聯繫，冀雙方
加強合作，共為港皖發展獻力。
出席接待的尚包括商會副會長胡劍
江、黃書銳，永遠榮譽會長許學之，會
董余秋偉、鄭敬凱等。

張成雄：安徽發展前景廣闊
張成雄代表潮州商會全體同仁，對王

信一行蒞臨商會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衷心
的感謝。他稱，安徽省不但是國家中部
大省，而且是一個文化氣氛濃厚的重要
省份，不論工商業、旅遊、文化事業等
方面的投資發展，都有着廣闊前景。他

說，年前，胡劍江率領潮州商會老中青
企業家到安徽考察訪問，受到當地政府
和多個城市各級領導的熱情接待，行程
豐富，收穫甚豐。胡劍江是安徽省政協
委員，向來熱心安徽的發展，他帶領同
仁深入了解安徽省，提高了大家對安徽
的投資意慾。
王信對此行受到潮州商會首長的熱烈

歡迎表示衷心感謝，他指，香港潮州商
會歷史悠久，在安徽有很響亮的聲譽，
是香港具代表性的工商團體，一直為維
護香港繁榮穩定、促進經濟發展作出積
極的貢獻。他希望商會朋友多到安徽參
觀考察，了解更多的投資項目，增強雙
方的合作和交流，共同為港皖經濟發展
貢獻力量。
座談會上，雙方就經貿合作展開討論。

胡劍江表示，未來將更努力為安徽省的經
濟發展建言獻策。黃書銳稱，因為熱愛安
徽，在那裡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曾經是
當地市民。鄭敬凱建議，像黃梅戲、六安

瓜片名茶等，馳名海內外，可多引薦到香
港和海外，相信前景看漲。
到訪嘉賓尚包括安徽省駐港之黃山有

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翟慶黨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珊珊 武漢報道）湖北省
僑商協會第三屆會員代表大會暨三屆一次理事會日
前在武漢召開，選出由武漢亞洲實業集團董事長謝
俊明為會長，選舉福耀玻璃集團董事長曹德旺等6
人為名譽會長。
身兼湖北省政協常委、香港湖北聯誼會會長、武

漢香港商會會長等職的謝俊明表示，今後4年，他
將會充分發揮協會和僑商自身優勢，為會員到當地
政府投資牽線搭橋，提供便利；及時提供諮詢，協
助疏通關係，盡力維護會員投資的合法權益。
今後，鄂僑商協會將緊密依靠主管單位湖北省外

僑辦，充分發揮該辦律師顧問團的作用，舉辦多種
形式的專題講座，剖析典型案例，開展政策法律法
規培訓和諮詢服務活動，將維權工作做在前面。此
外，還將借助僑商協會平台，積極反映僑資企業合
理訴求，化解矛盾，推動改善投資環境，營造和諧
發展氛圍；注意借助法律專業力量，推動涉僑經濟
糾紛和案件的妥善解決。
謝俊明建議，內地會員企業在遇到經濟糾紛時應

冷靜處理，不要盲目進入司法程序，及時向協會和
相關單位反映情況，聽取專業律師的建議，避免使
糾紛解決複雜化。
湖北省僑商協會成立於2006年8月，現有會員單
位150餘家，由華僑、外籍華人和港澳人士在湖北
省投資企業自願組成的全省性、行業性、非營利性
社會團體。

謝俊明膺鄂僑商協會會長

東華文武廟點文昌燈啟智

■「青松觀」道長主持功德科儀，祝願善信工作如
意，莘莘學子聰明勤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位於上環荷李活道的
法定古蹟東華三院文武廟，日前舉行每年一度的大
型酬神祈福祭典「文昌啟智禮」，邀得香港著名道
觀「青松觀」道長主持功德科儀，燃點「文昌四寶
燈」，以及開啟「青雲路」，祝願有緣善信工作如
意，步步高陞；莘莘學子聰明勤奮，學業有成。

「御前加佑金榜」開光
祭典當日，觀禮善信更即場跟隨道長向文昌帝君

肅立行禮，並領取於祭禮開光的福物及祭品，締結
文昌善緣，增強福運。而「文昌御前加佑金榜」亦
於同日進行開光，供善信日後公開競投。
東華三院文武廟乃香港其中一間歷史最悠久的廟

宇，代表昔日香港華人社會的組織和宗教習俗，具
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文化價值，於2010年11月被政
府列為法定古蹟。廟內主要供奉文帝張亞子及武帝
關羽，是次「文昌啟智禮」所恭請賜福呈祥的文昌
帝君，姓張，名亞子，號梓潼，晉朝人，生於公元
287年，夏曆二月初三，元朝天子加封為文昌帝
君，受封為掌管人間學業及官祿事業之大神。
東華三院致力推廣廟宇及祭祀文化，希望廣大市

民，特別是年輕一代能夠認識更多傳統習俗，讓本
土文化得以承傳。

■賓主於「西營盤街坊會獻藝齊頌聖誕」開幕禮
上。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首長於交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首長於交
接典禮上合影接典禮上合影。。 李摯李摯攝攝

■■潮商接待安徽省港澳辦一行潮商接待安徽省港澳辦一行。。

潮商接待皖港澳辦王信一行潮商接待皖港澳辦王信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