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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代碼：A 600689 B 900922

證券簡稱： 上海三毛 三毛B股

編號：臨2016—030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屆董事會第二次會議決議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2016年8月15日以書面形式向全體董事發出了關於召開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
二次會議（通訊方式）的通知，並於2016年8月25日召開。會議應參加表決董事7名，實際參加表決董事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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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半年度報告及摘要》
   （一）主要會計數據
主要會計數據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本報告期比上年同期增減(%)

營業收入

537,743,835.93

570,081,344.93

-5.67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17,384,590.70

-11,126,59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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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72,009.42

-6,810,155.72

不適用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7,599,129.70
本報告期末

9,144,637.28
上年度末

92.45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減(%)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312,391,790.68

328,975,159.02

-5.04

總資產

732,659,548.31

764,006,974.95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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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6

-0.055

不適用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086

-0.055

不適用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1

-0.034

不適用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5.42

-2.92

不適用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5.70

-1.79

不適用

1.5543

1.7740

-12.38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每股淨資產（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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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18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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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49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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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46.92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62,769.37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

1,186.44

所得稅影響額

-159,923.17

合計

   名稱：上海一毛條紡織有限公司
   類型：有限責任公司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310000797055307T
   住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浦東大道1476-1482號1407、1408室
   法定代表人：劉傑
   註冊資本：人民幣11832萬元
   成立日期：2007年1月12日
   經營範圍：毛條、毛紗、毛紡織品、紡織原料、服裝服飾、五金交電、金屬材料的批發，毛條技術諮詢，經營本企
業自有產品及紡織原輔料的進出口業務。【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實際控制人：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交易對方主要業務最近三年發展狀況
   交易對方為本公司的全資子公司，主要業務為毛條、毛紗等毛紡織品的銷售及原毛進口等。受國際市場原材料波動
及國內市場不景氣等因素影響，上海一毛條近年業務有較大幅度萎縮。
   3、交易對方最近一年主要財務指標
單位：萬元

887,418.72

2015年度主要指標

金額

資產總額

11668.59

資產淨額

9745.70
-153.72

   4、交易對方與本公司是否存在關聯關係
   交易對方為本公司下屬全資子公司，與本公司不構成《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規定的關聯關係。
三、交易標的基本情況
   （一）交易標的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稱：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
   類型：有限責任公司（法人獨資）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500230798022080P
   住 所：重慶市豐都縣名山鎮白沙沱
   法定代表人：劉傑
   註冊資本：7000萬元人民幣
   經營範圍：原毛、毛條的生產、加工和銷售；下腳毛的銷售；紡織原料、針紡織品、服裝、服飾的批發和銷售；原
毛、毛條、毛紡製品等貨物的進出口【以上經營範圍國家法律法規禁止經營的不得經營，國家法律法規限制經營的須許
可和審批後方可經營】
   2、權屬狀況說明
   交易標的產權清晰，不存在抵押、質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轉讓的情況；不涉及訴訟、仲裁事項或查封、凍結等司法措
施；不存在妨礙權屬轉移的其他情況。
   3、標的資產賬面價值
   截止2016年5月31日，重慶一毛條經審計的資產總額為6717.92萬元；負債總額為6.98萬元；淨資產為6710.94萬
元。
   4、歷史沿革
   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隸屬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上海一毛條紡織有限公司。
   2007年初為了響應西部大開發的號召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形成東西聯動產業鏈，上海一毛條在位於重慶豐都名山鎮
白沙沱，投資7000萬元新建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作為上海一毛條的毛條生產基地，佔地45294.39㎡（工業
用地），房屋建築面積17810.73㎡（重慶一毛條持有相應產權證）。重慶一毛條於2008年3月28日投產開工。
   重慶一毛條投產運營的前三年受地方政策的相關扶持處於盈利狀態。但是自2012年以來，受外部環境等各方面影
響，該企業生產量逐年下降，企業也出現了連續虧損。鑒於上述原因，公司第八屆董事會2015年第一次臨時會議審議通
過對重慶一毛條實施停產並將產能移至太倉三毛紡織有限公司的相關議案。此後，重慶一毛條進入減員分流、生產設備
處置程序。
   5、股權結構及層級關係

三、審議通過《關於受讓下屬全資子公司股權的議案》
   為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減少管理層級，公司擬以評估價格作為定價依據分步受讓下屬子公司上海一毛條紡織
重慶有限公司100%股權及太倉三毛紡織有限公司100%股權。
   1、受讓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100%股權
   本次交易以具有證券期貨從業資格的銀信資產評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於評估基準日的股
東全部權益價值的評估結果作為交易價格。
   同意公司以人民幣7404.52萬元的價格受讓上海一毛條紡織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100%股
權。交易完成後，本公司將直接持有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100%股權。
本次交易的交易對方為本公司下屬全資子公司，與本公司不構成《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規定的關聯關係。本
次交易不會改變本公司合併報表範圍。
   董事會同意授權公司經營班子辦理上述股權轉讓相關事宜。
   （詳見公司同日披露於《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及上海證券報網站www.sse.com.cn的相關公告。）
   表決結果：同意7票，反對0票，棄權0票。
   2、受讓太倉三毛紡織有限公司100%股權
   本次交易以具有證券期貨從業資格的銀信資產評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太倉三毛紡織有限公司於評估基準日的股東全部
權益價值的評估結果作為交易價格。
   同意公司以人民幣1445.18萬元的價格受讓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持有的太倉三毛紡織有限公司100%股權。
交易完成後，本公司將直接持有太倉三毛紡織有限公司100%股權。
   本次交易的交易對方為本公司下屬全資三級子公司，與本公司不構成《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規定的關聯
關係。本次交易不會改變本公司合併報表範圍。
   董事會同意授權公司經營班子辦理上述股權轉讓相關事宜。
   （詳見公司同日披露於《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及上海證券報網站www.sse.com.cn的相關公告。）
   表決結果：同意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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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證券簡稱： 上海三毛 三毛B股

編號：臨2016—031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受讓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
100%股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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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減少管理層級，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或「公司」）擬將以人民幣
7404.52萬元的評估價格受讓上海一毛條紡織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一毛條」，為本公司下屬全資二級子公司）持
有的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重慶一毛條」，為本公司下屬全資三級子公司）100%股權。交易完成
後，本公司將直接持有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100%股權；
   ● 本次交易未構成關聯交易；
   ● 本次交易未構成重大資產重組；
   ● 交易實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礙。
一、交易概述
   為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減少管理層級，公司擬以人民幣7404.52萬元的評估價格受讓重慶一毛條100%股權。
交易完成後，公司將直接持有重慶一毛條100%股權。
   2016年8月25日，公司召開第九屆董事會第二次會議審議並全票通過了《關於受讓下屬全資子公司股權的議案》。
   本次交易事項未構成關聯交易；未構成重大資產重組；交易的實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礙。

出資額（萬元）

出資方式

出資比例（%）

7000

貨幣

100

   截止報告日，重慶一毛條層級關係如下圖示：

上海一毛條紡織有限公司
100%

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

   2、清算註銷上海茂豐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茂豐物業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茂豐物業」）為公司的三級子公司，本公司通過控股子公司上海茂發物業
管理有限公司間接持有其90%的股權。為減少管理層級，同時兼顧資源集約化管理的要求，公司董事會同意清算註銷上
海茂豐物業管理有限公司，並授權經營班子按照法定程序辦理清算註銷、資產處置、人員安置等相關事宜。
   本次清算註銷將導致公司合併報表範圍發生變化，但不會對本公司整體業務和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對當期損益
的具體影響額需在清算工作結束後方可確定。公司將根據相關信息披露規則對該事項的進展情況予以披露。
表決結果：同意7票，反對0票，棄權0票。

100%

太倉三毛紡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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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減少管理層級，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或「公司」）擬將以人民幣
1445.18萬元的評估價格受讓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重慶一毛條」，為本公司下屬全資三級子公
司）持有的太倉三毛紡織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下屬全資四級子公司）100%股權。交易完成後，本公司將直接持有太倉
三毛紡織有限公司100%股權；
   ● 本次交易未構成關聯交易；
   ● 本次交易未構成重大資產重組；
   ● 交易實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礙。

二、交易對方當事人情況介紹
   1、基本信息
   名稱：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
   類型：有限責任公司（法人獨資）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500230798022080P
   住 所：重慶市豐都縣名山鎮白沙沱
   法定代表人：劉傑
   註冊資本：7000萬元人民幣
   成立日期：2007年4月3日
   經營範圍：原毛、毛條的生產、加工和銷售；下腳毛的銷售；紡織原料、針紡織品、服裝、服飾的批發和銷售；原
毛、毛條、毛紡製品等貨物的進出口【以上經營範圍國家法律法規禁止經營的不得經營，國家法律法規限制經營的須許
可和審批後方可經營】
   2、交易對方主要業務最近三年發展狀況
   受外部環境等各方面影響，重慶一毛條自2012年以來生產量逐年下降，企業出現連續虧損。鑒於上述原因，公司第
八屆董事會2015年第一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對重慶一毛條實施停產並將產能移至太倉三毛紡織有限公司的相關議案。此
後，重慶一毛條進入減員分流、生產設備處置程序。
   3、交易對方最近一年主要財務指標
單位：萬元
2015年度主要指標

資產總額

單位：萬元
2016年5月31日

2015年

6717.92

2014年
6884.17

7409.29

負債總額

6.98

6.11

306.00

資產淨額

6710.94

6878.06

7103.29

營業收入

29.76

1008.91

4113.21

-167.13

-225.22

-1147.25

淨利潤

   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對重慶一毛條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止期間的財務狀況進行審計，
並出具帶強調事項的審計報告【信會師報字[2016]第115786號】，強調事項內容為：「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
已全面停產，已與所有員工解除勞動合同關係，其持續經營能力存在重大不確定性。本段內容不影響已發表的審計意
見。」。
   （二）交易標的評估情況
   公司委託具有證券期貨從業資格的銀信資產評估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銀信評估」）對本次交易事項進行專項評
估。
   銀信評估以2016年5月31日為評估基準日，採用資產基礎法對上海一毛條紡織有限公司擬股權轉讓所涉及的上海一
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股東全部權益價值進行專項評估，並出具評估報告【銀信評報字（2016）滬第0788號】。
   在評估基準日2016年5月31日，被評估單位淨資產賬面值6,710.94萬元。資產基礎法評估結論為：
   資產賬面金額6,717.92萬元，評估值7,410.62萬元，評估增值692.70萬元，增值率10.31%；
   負債賬面值6.98萬元，評估值6.10萬元，評估減值0.88萬元，減值率12.61%；
   淨資產賬面值6,710.94萬元，評估值7,404.52萬元，評估增值693.58萬元，評估增值率10.34％。

金額

資產總額

6884.17

資產淨額

6878.06

營業收入

1008.91

淨利潤

-225.22

   註：上述數據經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審計。
   4、交易對方與本公司是否存在關聯關係
   交易對方為本公司下屬全資三級子公司，與本公司不構成《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規定的關聯關係。
三、交易標的基本情況
   （一）交易標的
   1、基本信息
   名稱：太倉三毛紡織有限公司
   類型：有限公司（法人獨資）內資
   註冊號：320585000006553
   住所：太倉市沙溪鎮歸莊玄恭街3號
   法定代表人：劉傑
   註冊資本：1200萬元人民幣
經營範圍：許可經營項目：無。一般經營項目：生產、加工、銷售精紡面料；經銷毛條、紡織原料及產品（不含專項規
定）、紡織機械及配件；自有房屋出租。
   2、權屬狀況說明
   交易標的產權清晰，不存在抵押、質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轉讓的情況；不涉及訴訟、仲裁事項或查封、凍結等司法措
施；不存在妨礙權屬轉移的其他情況。
   3、標的資產賬面價值
   截止2016年5月31日，太倉三毛紡織有限公司經審計的資產總額為912.92萬元；負債總額為4.00萬元；淨資產為
908.91萬元。
   4、歷史沿革
   太倉三毛紡織有限公司由上海華宇毛麻進出口有限公司和上海申一毛條有限公司投資設立，初始註冊資金為人民幣
50萬元。2007年，本公司第五屆董事會2016年第九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由重慶一毛條收購太倉三毛紡織有限公司100%
股權並實施增資的議案。重慶一毛條以50萬元的總價購入太倉三毛紡織有限公司100%股權，同時對其增資至1200萬
元。
   太倉三毛紡織有限公司主要承擔上海一毛條紡織有限公司生產配套的揀毛、毛條加工和倉儲等業務，擁有房屋
10150.58㎡ ，工業用地27808.8㎡。
   5、股權結構
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

項目

編號：臨2016—032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受讓太倉三毛紡織有限公司100%股權的公告

股東名稱
   6、主要財務數據

證券簡稱： 上海三毛 三毛B股

一、交易概述
   為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減少管理層級，公司擬以人民幣1445.18萬元的評估價格受讓太倉三毛紡織有限公司
100%股權。交易完成後，公司將直接持有太倉三毛紡織有限公司100%股權。
   2016年8月25日，公司召開第九屆董事會第二次會議審議並全票通過了《關於受讓下屬全資子公司股權的議案》。
   本次交易事項未構成關聯交易；未構成重大資產重組；交易的實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礙。

   註：上述數據經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審計。

上海一毛條紡織有限公司

二、審議通過《關於對部分下屬企業實施調整的議案》
   為加強公司產業調整的力度，減少管理層級，進一步提高管理效率，公司決定對下屬部分企業實施清算註銷：
   1、清算註銷上海申一毛條有限公司
   上海申一毛條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申一毛條」）成立於2000年2月，由本公司及上海杉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共同
出資組建，主營業務為毛條、毛線等毛紡產品的生產銷售。2007年，為配合上海城市環保改造規劃的實施並結合國家西
部大開發戰略，本公司實施製造業的梯度轉移，投資設立三級子公司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並由其收購申一毛
條相關經營性固定資產。申一毛條自2007年起停產歇業，已無可持續經營能力，無存續必要。公司董事會同意對申一毛
條實施清算註銷，並授權經營班子按照法定程序辦理清算註銷、資產處置等相關事宜。
   本次清算註銷將導致公司合併報表範圍發生變化，但不會對本公司整體業務和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對當期損益
的具體影響額需在清算工作結束後方可確定。公司將根據相關信息披露規則對該事項的進展情況予以披露。
表決結果：同意7票，反對0票，棄權0票。

二、交易對方當事人情況介紹
   1、基本信息

4341.56

淨利潤

股東名稱

   公司2016年半年度報告全文登載指定網站：
   http：//www.sse.com.cn
   表決結果：同意7票，反對0票，棄權0票。

證券代碼：A 600689 B 900922

營業收入

證券代碼：A 600689 B 900922

出資額（萬元）

出資方式

出資比例（%）

1200

貨幣

100

2016年5月31日

2015年

2014年

6、主要財務數據
項目

單位：萬元

資產總額

912.92

959.96

負債總額

4.00

6.72

8.85

908.91

953.24

1051.43

淨資產
營業收入
淨利潤

1060.28

44.02

102.06

149.42

-44.33

-98.19

-63.90

   以上數據經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審計信會師報字[2016]第115614號】。
   （二）交易標的評估情況
   公司委託具有證券期貨從業資格的銀信資產評估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銀信評估」）對本次交易事項進行專項評
估。
   銀信評估以2016年5月31日為評估基準日，採用資產基礎法對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擬股權轉讓所涉及的太
倉三毛紡織有限公司股東全部權益價值進行專項評估，並出具評估報告【銀信評報字（2016）滬第0721號】。
   在評估基準日2016年5月31日，被評估單位淨資產賬面值908.91萬元。資產基礎法評估結論為：
   資產賬面值912.92萬元，評估值1,449.18萬元，評估增值536.26萬元，增值率58.74%；
   負債賬面值4.00萬元，評估值4.00萬元，評估無增減值；
   淨資產（所有者權益）賬面值908.91萬元，淨資產評估值1,445.18萬元，評估增值536.27萬元，評估增值率
59.00%。

   （三）本次交易的定價情況
   本次交易以重慶一毛條於評估基準日的股東全部權益價值的評估結果，即人民幣7404.52萬元作為交易價格。

   （三）本次交易的定價情況
   本次交易以太倉三毛紡織有限公司於評估基準日的股東全部權益價值的評估結果，即人民幣1445.18萬元作為交易
價格。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內容及履約安排
   標 的：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100%股權
   出讓方：上海一毛條紡織有限公司（以下稱甲方）
   受讓方：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乙方）
   1、甲方將所持有標的公司100%股權按淨資產評估值人民幣7404.52萬元整（大寫：柒仟肆佰零肆萬伍仟貳佰元
整）轉讓給乙方。
   2、附屬於股權的其他權利隨股權的轉讓而轉讓。
   3、受讓方應於本協議簽訂生效之日起30日內，向出讓方付清全部股權轉讓價款。
   4、本協議自雙方簽字蓋章後成立、並於上市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後生效。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內容及履約安排
   標 的：太倉三毛紡織有限公司100%股權
   出讓方：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以下稱甲方）
   受讓方：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乙方）
   1、甲方將所持有標的公司100％股權按淨資產評估值人民幣1445.18萬元整(大寫：壹仟肆佰肆拾伍萬壹仟捌佰元
整) 轉讓給乙方。
   2、附屬於股權的其他權利隨股權的轉讓而轉讓。
   3、乙方於本協議簽訂生效之日起30日內，向甲方付清全部股權轉讓價款。
   4、本協議自雙方簽字蓋章後成立、並於上市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後生效。

五、本次交易目的和對公司的影響
   為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減少管理層級，公司決定受讓重慶一毛條100%股權。受讓完成後，公司將直接持有
重慶一毛條100%股權。由此，該公司將由原來的三級子公司提升為二級子公司，本公司對該公司的實際控制力將得到
增強。
   本次交易不會改變本公司合併報表範圍，本公司也不存在為重慶一毛條提供擔保、委託理財的情形；重慶一毛條不
存在佔用上市公司資金等方面的情況。
   特此公告。

五、本次交易目的和對公司的影響
   為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減少管理層級，公司決定受讓太倉三毛紡織有限公司100%股權。受讓完成後，公司
將直接持有太倉三毛紡織有限公司100%股權。由此，該公司將由原來的四級子公司提升為二級子公司，本公司對該公
司的實際控制力將得到增強。
   本次交易不會改變本公司合併報表範圍，本公司也不存在為太倉三毛紡織有限公司提供擔保、委託理財的情形；太
倉三毛不存在佔用上市公司資金等方面的情況。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 報備文件
   1、第九屆董事會第二次會議決議
   2、《股權轉讓協議》（重慶一毛條）
   3、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審計報告及財務報表（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止
期間）【信會師報字[2016]115786號】
   4、《上海一毛條紡織有限公司擬股權轉讓所涉及的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股東全部權益價值評估報告》
【銀信評報字（2016）滬第0788號】

   ● 報備文件
   1、第九屆董事會第二次會議決議
   2、《股權轉讓協議》（太倉三毛）
   3、《太倉三毛紡織有限公司審計報告及財務報表（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止期
間）》【信會師報字[2016]第115614號】
   4、《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擬股權轉讓所涉及的太倉三毛紡織有限公司股東全部權益價值評估報告》【銀
信評報字（2016]）滬第0721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