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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貌美如花蔬菜貌美如花
穗陽台變風景線穗陽台變風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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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會議是否有否決議案：無
一、會議召開和出席情況
(一) 股東大會召開的時間：2017年4月18日

(二) 股東大會召開的地點：上海朱家角復興路 333 號虹珠苑賓館 3 號樓 201 會議室

(三) 出席會議的普通股股東和恢復表決權的優先股股東及其持有股份情況：

1、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人人數 25
其中：A股股東人數  2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人數（B股） 23
2、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376,144,833
其中：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368,168,095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B股) 7,976,738
3、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股份數佔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 35.1119
其中：A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34.3673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0.7446

(四) 表決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大會主持情況等。
會議由董事會召集，董事長主持會議，會議採用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相結合的方式召開。公
司 部分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廣東新東方律師事務所見證律師出席會議。本次股東大
會的召集、召開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東大會規則(2014 年修訂)》（中國證監會公
告[2014]46 號）、《上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東大會網絡投票實 施細則(2015 年修訂)》等
有關法律、法規、規章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做出 的決議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監事和董事會秘書的出席情況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6人，董事任鴻虎、楊永華、黃琪、李寶江、張偉因工作安排未
出席會議；
2. 公司在任監事3人，出席1人，監事秦思華、張秋霞因工作安排未出席會議。
3. 董事會秘書李春蓉出席；高管陳飛霖、李厚澤、劉曉橋列席會議。

二、議案審議情況
(一) 非累積投票議案
1. 議案名稱：關於公司擬簽訂貴陽 PPP 項目合同的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368,168,09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B股 7,976,7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376,144,8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議案名稱：關於擬投資設立 PPP 項目合資公司的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368,168,09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B股 7,976,7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376,144,8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項，5%以下股東的表決情況

議案
序號 議案名稱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1

關於公司擬
簽訂貴陽 
PPP 項目合
同的 議案

7,976,7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關於擬投資
設立 PPP 
項目合資公
司的議案

7,976,7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關於議案表決的有關情況說明
本次股東大會審議的所有議案均對持股5%以下中小投資者進行了單獨計票。

三、律師見證情況
1. 本次股東大會鑒證的律師事務所：廣東新東方律師事務所
律師：劉峰、吳景友
2. 律師鑒證結論意見：
中毅達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召開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規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出
席會議人員資格、召集人資格合法有效；會議的表決程序及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四、備查文件目錄
1. 經與會董事和記錄人簽字確認並加蓋董事會印章的股東大會決議；
2. 經鑒證的律師事務所主任簽字並加蓋公章的法律意見書；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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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藏歷二月二十二日（4月18日），青海省玉樹
藏族自治州稱多縣卓木其村藏族民眾迎來傳統
「糌（音zan一聲，指青稞麥炒熟後磨成的麵）
粑節」，村民尼瑪江才夫婦早起洗漱完畢，穿起
華麗藏裝並背起糌粑奔向村口，準備開打「糌粑
大戰」迎春耕。
村民們用羊毛紮製成的「白色神鳥」請進格秀

經堂供奉，並把春耕時要用的器具放在一起，附
近寺院的僧人念誦經文加持，隨着村民們高呼
「拉加洛」（藏語，威武神靈，統御四方之
意），「白色神鳥」被高高抬起。尼瑪江才說，
「傳說中『白色神鳥』是尕朵覺吾山神的管家，
這個儀式是為了祈求風調雨順、五榖豐登。」
隨後，卓木其開始進入「瘋狂模式」，現場歡
呼聲和大笑聲此起彼伏，一把把白色的糌粑在村
民們相互追逐間被拋撒開來。「被拋撒的糌粑越

多，就預示着這一年會有更多的福氣和好運。」
尼瑪江才介紹，在「糌粑節」這天，村民們會打
破年幼之分、尊長之別，不論僧人還是平民，
「都會被糌粑『祝福』」。 ■中新社

青海「糌粑大戰」迎春耕

■卓木其村民相互拋撒糌粑，祈願新的一年五榖
豐登、風調雨順。 中新社

18位來自國家海洋局、中科院南海所、海南三
沙市航跡珊瑚礁保護研究所等單位的專家日前深
入海南西沙群島，對各島礁的生態保護情況進行
調研考察，提出應對三沙永樂龍洞進行嚴格保
護，建議設立「三沙永樂龍洞自然保護區」，嚴
禁任何未經允許的人員與船體進入，嚴禁在自然
保護區進行鑽探、建築、採砂、爆破、採挖珊
瑚及漁業生產等活動，並加強對龍洞原始地形地
貌、原始生物多樣性的保護。
據了解，海洋藍洞是地球罕見的自然地理現

象，從海面上看，藍洞呈現出與周邊水域不同的

深藍色，並在海底形成巨大深洞。三沙永樂龍洞
是世界已知最深的海洋藍洞，被稱為「南海之
眼」。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玫 海南報道

海南嚴護「南海之眼」藍洞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由印度板塊
與亞洲板塊碰撞而隆起形成，但對其
隆起時間及環境演變，科學界一直爭
論不休。一部分學者認為，青藏高原
在兩大板塊碰撞的早期，即距今5,000
萬年前已形成，在距今3,000萬年前或
1,500萬年前達到現在的高度。另一部
分學者認為青藏高原直到晚中新世，
即距今約700萬年前才「長高」。

同層生物來自溫濕地區
據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
研究所工作人員介紹，該所吳飛翔團
隊通過研究特定魚類化石及其伴生植
物化石，發現青藏高原腹地在距今

2,600萬年至2,400萬年時依然是溫暖濕
潤的低地，依據是在近5,000米海拔的
高原中部新發現的攀鱸化石，其被命
名為「西藏始攀鱸」。
攀鱸與鬥魚、天堂魚等是「親

戚」，目前主要分佈在南亞、東南亞
和非洲中西部熱帶地區，通常生活在
呈缺氧狀態的水體裡。吳飛翔表示，
「西藏始攀鱸」是攀鱸科迄今發現的
最早且最原始的化石，並在這個標本
中發現了迷鰓，「說明牠很可能生活
在溫暖濕潤的環境，換句話說，當時
青藏高原腹地的環境與今日南亞、東
南亞某些地區的環境相似」。
此外，與「西藏始攀鱸」同層的植

物群落、昆蟲和其他魚類，同樣是溫
暖濕潤地區的典型生物。吳飛翔表
示，這些證據說明當時高原內部尚未
明顯隆起，來自印度洋的暖濕氣流可
以「長驅直入」。 ■中新社

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科研人員日前成功
研製「誘紅素」，通過人工干預誘導，讓綠色樹葉
變成紅色樹葉，並能持續其生長周期，實現四季可
賞彩色樹葉的目的。課題負責人吳麗芳介紹，目前
此項技術發明已申請中國國家發明專利。
科研人員以植物提取液為主要成分，將氨基

酸、微量元素等活性物質合理配比成「誘紅
素」，通過外部噴施，誘導新生葉變紅，目前已
經在烏桖上實驗成功。
烏桖是中國四大木本油料樹種，也是重要的園

林景觀樹種，其葉片在秋季可以呈現紅、橙、

黃、紫等多種顏色，觀賞價值極佳，但觀賞期受
季節和氣候影響大，持續時間短。而「誘紅素」
可使烏桖觀賞周期由秋季延長至其整個生命周
期，提升其觀賞價值和應用前景。實驗表明，
「誘紅素」在紫薇、玉蘭、重陽木、小桐子等10
餘種植物上也有相似效果。
據介紹，該技術主要通過外部噴施，直接對植

株葉色進行調控，成本低且方法簡便，可大面積
推廣應用，尤其在彩葉植物景觀領域，可突破季
節限制，對葉片的色彩進行調控和塑造。

■中新社

新化石揭「世界屋脊」曾是低地 「誘紅素」誕生 可控樹葉色彩

生菜、櫻桃番茄、黃秋葵……熱鬧的菜

市場中，這些最常見到的大棚蔬菜也可以

變成「貌美如花」的盆栽。如今，特菜研

究員林春華走在廣州的街巷裡，常常抬頭

就能看見許多陽台上種植着五顏六色的蔬

菜，成為廣州街巷中的獨特風景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特菜指和本地大宗蔬菜不一樣的蔬菜，
它們從國外引進，在當地比較少見，

但又有一定的保健、觀賞功能。」林春華介紹，
黃秋葵是廣東第一個通過審定的特菜，此後，櫻
桃番茄、生菜等特菜也被相繼引進。

引進菜品本土化
林春華不僅將美學與休閒的概念融入到自己

的研究中，還執着追求引進菜品的本土化。日本
特菜研究人員到她所在研究基地考察時，品嘗了
從日本引進的名為「甜百萬」的櫻桃番茄，認為
比日本本地種植的「甜百萬」還要甘甜。
建立兩米陽台，讓盆栽蔬菜成為廣州街巷中

一道獨特的風景線——這讓林春華感到頗為自
豪和滿足。她表示，蔬菜不但要吃起來可口，還
要具有觀賞價值。早在上世紀90年代，林春華
在內地首次提出開發與應用蔬菜的觀賞價值，倡

議開展觀賞蔬菜的研究。從此，讓蔬菜「貌美如
花」就成為她的工作目標。

開啟太平洋之旅
「最初是科普把特菜引入家庭，讓孩子通過

種植蔬菜感悟生命、熱愛生活。」林春華說，3
年前在一個啟動儀式上，600多個學生和家長一
起領取種子，回家製作盆栽並寫下種植體會。一
位小學生將自己種在陽台上的羅勒描述為「一盆
翠色」，深刻感受着羅勒成長帶給他的無限歡
樂。
如今，這些「高顏值」特菜不僅出現在日常

家庭中，還被應用到了海船上。2013年初，從
廣州港出發的「海洋六號」上，林春華在船上開
闢了一個小菜園，全部種植其培育的特菜品種，
它們跟船出海，開啟了在太平洋上歷時5個月的
海洋之旅。

■■廣州居民在陽台上放置的蔬菜廣州居民在陽台上放置的蔬菜
盆栽盆栽。。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盆栽蔬菜已成為盆栽蔬菜已成為
廣州街巷中一道獨廣州街巷中一道獨
特的風景線特的風景線，，這讓這讓
林春華感到頗為自林春華感到頗為自
豪豪。。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新化石證實新化石證實「「世界屋脊世界屋脊」」在在
22,,600600萬年前是低地萬年前是低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三沙永樂龍洞是世界已知最深的海洋藍三沙永樂龍洞是世界已知最深的海洋藍
洞洞，，被稱為被稱為「「南海之眼南海之眼」。」。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