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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報告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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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於2017年4月18日公告了《中
毅達2016年年度報告》（詳見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上海證券
報》、《香港文匯報》）。經公司自查，對2016年年度報告部分內容，現更正如下：

一、重要提示 三、審計報告
更正為：亞太（集團）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為本公司出具了帶強調事

項段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
二、第二節公司簡介和主要財務指標 六、其他相關資料 公司聘請的會計師事務所

（境內）簽字會計師姓名。
更正為：孫政軍、徐海峰
三、第三節公司業務概要 一、報告期內公司所從事的主要業務、經營模式及行業

情況說明（一）主要業務。
更正為：公司2016年度實現扭虧為盈的主要驅動因素是收購了福建上河51%的股

權，其2016年度實現營業收入569,814,969.54元，實現淨利潤69,532,821.29元。
四、第三節公司業務概要二、 報告期內公司主要資產發生重大變化情況

的說明。
更正為：公司於2016年9月完成現金收購了福建上河51%的股權。
五、第四節經營情況討論與分析 二、報告期內主要經營情況
更正為：報告期內，公司實現營業收入608,445,275.44元，較上年同期增幅

805.86%；實現營業利潤38,920,460.49元，較上年同期增幅314.02%；實現歸屬於上
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4,688,231.20元，較上年同期減幅-171.62%。

六、第四節經營情況討論與分析 二、報告期內主要經營情況 1.收入和成本分析 
(1). 主營業務分行業、分產品、分地區情況。

更正為：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主營業務分行業情況

分行業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毛利率
（%）

營業收入比
上年增減

（%）

營業成本
比上年增
減（%）

毛利率比
上年增減

（%）
道路施工 525,485,105.89 459,720,061.42 12.52%                
園林綠化 82,960,169.55 68,214,446.47  17.80% 23.51% 27.94 -2.84%

主營業務分產品情況

分產品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毛利率
（%）

營業收入比
上年增減

（%）

營業成本
比上年增
減（%）

毛利率比
上年增減

（%）
道路施工 525,485,105.89 459,720,061.42 12.52%                
園林綠化 82,960,169.55 68,214,446.4 17.80% 23.51% 27.94% -2.84%

主營業務分地區情況

分地區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毛利率
（%）

營業收入比
上年增減

（%）

營業成本
比上年增
減（%）

毛利率比
上年增減

（%）
貴陽 512,855,593.65 446,421,410.32 12.95% 　 　 　
福建 95,589,681.79 81,513,097.57 14.75% 48.10% 59.97% -5.89%

七、第四節經營情況討論與分析 二、報告期內主要經營情況 1.收入和成本分析 
(3). 成本分析表。

更正為：                      　　　　　　　　　　　　　　　　　　　　    單位：元

分行業情況

分行業
成本構
成項目

本期金額
本期佔總
成本比例

(%)
上年同期金額

上年同期佔
總成本比例

(%)

本期金額
較上年同
期變動比

例(%)

情況
說明

建築
機、
工、料

459,720,061.42 81.23%           　 　

園林綠
化

機、
工、料

68,214,446.47 12.92% 53,302,784.86 100% 27.98% 　

分產品情況

分產品
成本構
成項目

本期金額
本期佔總
成本比例

(%)
上年同期金額

上年同期佔
總成本比例

(%)

本期金額
較上年同
期變動比

例(%)

情況
說明

建築
機、
工、料

459,720,061.42 81.23%           　 　

園林綠
化

機、
工、料

68,214,446.47
12.92%

53,302,784.86 100% 27.98% 　

八、股東和實際控制人情況(二) 截止報告期末前十名股東、前十名流通股
東（或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更正為：

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持有無限售條件流通

股的數量
股份種類及數量

種類 數量
西藏一乙資產管理有限公
司

53,567,460 人民幣普通股 53,567,460

西藏錢峰投資管理有限公
司

33,741,970 人民幣普通股 33,741,970

上海南上海商業房地產有
限公司

10,296,000 人民幣普通股 10,296,000

上海紡織發展有限公司 5,296,000 人民幣普通股 5,296,000
上海輕工控股（集團）公
司

5,148,000 人民幣普通股 5,148,000

張文軍 4,998,200 境內上市外資股 4,998,200
SCBHK A/C BBH 
S/A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4,643,648 境內上市外資股 4,643,648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4,102,000 境內上市外資股 4,102,000

Bank of Singapore 
Limited

3,689,950 境內上市外資股 3,689,950

謝作綱 3,404,198 境內上市外資股 3,404,198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
行動的說明

上述股東中，控股股東與其他股東不存在關聯關係，也不屬於《上
市公司股東持股變動信息披露管理辦法》中規定的一致行動人，其
他股東之間的關聯關係未知。

九、第十一節財務報告 七、 合併財務報表項目註釋73、 現金流量表
項目 (1). 收到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更正為：
收到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項目 本期發生額 上期發生額
收到的利息收入 189,544.83 741,254.26
收到工程保證金 23,167,687.58
收到的往來款、代墊款 152,477,527.20 16,434,879.80
收到的政府補助及獎勵 1,523,050.00 962,009.50
合計  177,357,809.61 18,138,143.56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7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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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董事兼副董事長、總經理辭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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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董事會於2017年4月19日收到公
司副董事長、總經理任鴻虎先生的辭職申請。任鴻虎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請辭去所擔
任的公司董事兼副董事長、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委員、總經理職務。任鴻虎先生的辭職
不會導致公司董事會成員低於法定最低人數，任鴻虎先生的辭職報告自送達公司董事
會之日起生效。辭職後，任鴻虎先生不再擔任公司董事兼副董事長、董事會審計委員
會委員、總經理職務。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的有關規定，公司將盡快選舉及聘任新的
董事、總經理，在新的總經理聘任之前,由公司董事長代為執行總經理職權。 

公司董事會對任鴻虎先生在公司任職期間所做出的貢獻表示衷心感謝！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7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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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被立案調查進展暨風險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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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於 2016年11月15日收到中國證
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國證監會」）編號為滬調查字 2016-1-177 號的
《調查通知書》，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
法》的有關規定，中國證監會決定對公司進行立案調查。詳見公司於2016年11月16
日披露的《關於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調查通知書的公告》（公告編號：臨 
2016-107），2016年12月23日、2017年2月10日、3月13日披露的《關於被立案調查
進展暨風險提示公告》（公告編號：臨 2016-116、臨2017-012、臨2017-023）。

截至目前，中國證監會的調查尚在進行中，公司正積極配合中國證監會的調查工
作，暫無新的進展。

若公司因此立案調查事項被中國證監會最終認定存在重大信息披露違法行為，公
司股票將被實施退市風險警示。

公司將嚴格按照監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7年4月19日

昨日上午，深圳婦幼保健院院長姚
吉龍一行人來到新生兒科。陳先

生夫婦抱孩子與醫護人員合影，
「很開心，感謝醫院。」陳先生說，
孩子出生後醫生都不敢跟我們說體
重。我和妻子態度很堅決，一定要全
力拯救孩子生命。「這麼多個月以
來，心裡也很惶恐，這種情緒持續了
一兩個月，一度非常擔心接到醫院的
電話。有位醫生告訴我，很多家長往
往低估了早產兒的生存率，高估了孩
子後遺症的可能性。」陳先生說這句
話給了他們很多信心。

超早產兒僅重480克
據新生兒科主任楊傳忠介紹，陳太
太懷有雙胞胎女嬰，出生時比預產期
提前17周，胎齡僅23周。早早的姐
姐因為消化道出血、早期併發症影響
未能存活。早早出生後體重也僅有
480克，皮膚呈膠凍狀，各個臟器發
育均極不成熟無法正常呼吸，面色發
紺，心率僅為正常新生兒一半。

為搶救嬰兒，新生兒科室成立醫
療、護理搶救小組，出生後立即給予
氣管插管復甦，轉入NICU繼續治
療，並由楊傳忠親自制定每日治療計
劃。「早早剛出生時，整個皮膚都是
透明的，像豆腐一樣軟，所有的護理
都特別小心」，楊傳忠說，「出生頭
一周最為關鍵，都是一對一護理，因
為這時最容易出現早產兒顱內出血、
早產兒腦病、早產兒低血壓、動脈導
管開放、呼吸衰竭，幾個方面相互影
響，特別是一旦發生顱內出血，將直
接影響患兒的預後，甚至失去搶救意
義。」
「這個孩子是目前國內出生體重

最輕的超早產兒存活案例。」院長
姚吉龍介紹，胎齡小於28周，出生
體重小於1,000克的超早產兒，死亡
率及致殘率高，容易出現各種併發
症，救治難度非常大。而胎齡少於
24周、體重小於500克的超早產兒
在國內更是存活率極低，少有救治
成功的案例。

這是一個奇跡這是一個奇跡！！一個孕育一個孕育 2323

周周，，出生時只有出生時只有480480克克，，身長僅身長僅

2828 厘米的嬰兒厘米的嬰兒，，頑強地活了下頑強地活了下

來來。。20162016年年1010月月2121日日，，這位名這位名

叫陳早早的女嬰提前叫陳早早的女嬰提前33個多月離開個多月離開

了媽媽溫暖的子宮了媽媽溫暖的子宮，，來到了這個世界上來到了這個世界上，，成為目前國內出生體重成為目前國內出生體重

最輕的超早產兒最輕的超早產兒。。昨日昨日，，在長達近在長達近55個月的精心治療下個月的精心治療下，，早早的早早的

體重穩步增至體重穩步增至33,,100100克克，，身長身長4646..55厘米厘米，，達到了出生的平均體達到了出生的平均體

重重。。目前她體溫正常目前她體溫正常，，呼吸穩定呼吸穩定，，吃奶好吃奶好，，大小便無異常大小便無異常，，可以可以

順利出院了順利出院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郭若溪 深圳報道深圳報道

昨日，山東省委宣傳部與山東大
學聯合召開「全球漢籍合璧工程」
啟動暨領導委員會第一次工作會
議，該工程將實現境外所藏的國內
缺藏漢籍的再生性回歸。
由於歷史原因，流散中國以外地

區和世界其他國家的漢籍數量十分
龐大。其中，日韓約藏2萬種，北美
地區約藏3萬種，歐洲地區約藏5萬
種。合璧工程將制定遴選標準，實
現這萬種國內缺藏漢籍珍本的再生
性回歸。
據了解，該工程時間預計 10

年，分兩期實施。全球漢籍合璧工
程將遵照日韓、俄羅斯、西歐、北
美、東南亞的順序在全球範圍內開
展漢籍調查、編目、複製，並在此
基礎上開展珍本遴選出版、要籍點
校整理、漢學專題研究等工作，以
及三大數據庫建設。最終編修成包
括《經淵》、《史涵》、《子

海》、《集匯》四部分的大型漢籍
叢書——《全球漢籍珍本合璧》
（5,000種珍本）。
據悉，山東大學目前已與境外多

所高校和漢籍收藏機構簽訂了合作
協議、達成了合作研究意向。正在
籌建的全球漢學聯盟目前已有美國
耶魯大學、英國劍橋大學、法國索

邦大學、比利時魯汶大學、日本東
京大學、韓國成均館大學以及中國
台灣大學和香港大學簽約參盟，該
聯盟將整合國際著名大學為主體的
漢學研究力量，提出跨國聯合科研
課題，引領國際漢學研究。

■香港文匯報
記者丁春麗山東報道

「全球漢籍合璧工程」山東啟動

■兩岸合
璧出版的
《子海珍
本編》第
一輯。
網上圖片

廣東省佛山一處工地近日下午
挖出多枚外形像蛋一樣的石塊。
經考古專家鑑定，初步證實為草
食類恐龍的5枚蛋化石，屬白堊
紀晚期，距今已有 6,500 萬至
7,000萬年之久。
據悉，17日下午4時，操作挖

掘機的何姓工人在佛山市南海區
大瀝鎮黃岐北村附近進行防洪整
治工程時，發現挖出的一塊大石
頭中，紅色的沙質泥土上有青
灰色石塊鑲嵌，遠遠看起來像蛋
的形狀。由於他先前在廣州施工
時也曾發現恐龍蛋，對恐龍蛋較

熟悉和敏感，於是便打電話報
警。
由於這是幾十年來，佛山市南海

區首次發現恐龍蛋，因此恐龍蛋將
被就地保護，並送入南海博物館保
管，等待專家進一步研究。

■《廣州日報》

在剛剛結束的第 44屆世界技能大賽傢具製
作項目中3進2第二輪選拔賽，江西環境工程
職業學院傢具設計與製造專業大三學生徐志威
獲得優異成績。今年 10月，徐志威將代表國
家出戰在阿聯酋阿布扎比舉行的第 44屆世界
技能賽。
1995 年出生的徐志威是江西省贛州市龍南

縣人，小時候就喜歡看木匠製作傢具，經常去
家附近的傢具廠玩。後來，徐志威的父母開了
一家小型傢具廠。青少年時期，他大部分時間
在傢具廠度過。
高考填報志願時，徐志威結合自己的興趣愛好

和家人的期盼選擇了傢具設計與製造專業。「我
喜歡傢具製作和手繪，父母也希望有一個懂傢具
設計和管理的人接管家裡的產業。」

臨危受命 補位參賽
大學期間，徐志威一直非常刻苦，在傢具設計

與製造技能方面的能力比較突出。2016年上半
年，學校組織備戰第44屆世界技能大賽傢具製作
項目全國選拔賽，在距離正式比賽僅剩一周之
時，學校遴選出的人選因不慎手指弄傷無法參加
比賽，徐志威臨危受命參加比賽。
在那7天時間，徐志威廢寢忘食，平均每天練

習18個小時。功夫不負有心人，徐志威以總分排
名第5的優異成績成為國家集訓隊隊員。
「集訓隊有6人，而只有通過多輪選拔成為前2

名，才能代表國家去參加第 44屆世界技能大
賽。」為了能代表國家隊出征世界技能大賽，徐
志威加緊訓練，攻手工製作和心理訓練。
在集訓隊3進2的第一輪和第二輪選拔中，徐志
威都以第二名的好成績，獲得了代表國家參加第
44屆世界技能大賽的資格。
徐志威說，世界技能大賽有「技能奧林匹克」

之稱，傢具製作項目是中國參加世界技能大賽以
來首次參賽的項目之一。「作為具有悠久木工文
化歷史的中國，將世界比賽的規則與中國的傳統
文化相結合，對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徐志威
說，「我將克服困難，堅毅前行。」 ■中新網

國內最輕女嬰存活國內最輕女嬰存活
演繹生命奇跡演繹生命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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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萬年前恐龍蛋驚現佛山

■■新生兒科主任新生兒科主任
楊傳忠與早早楊傳忠與早早。。
記者郭若溪記者郭若溪攝攝

■徐志威在世界技能大賽傢具製作項目中的3進2
第二輪選拔賽現場。 網上圖片

■■護士抱着早護士抱着早
早餵奶早餵奶。。
記者郭若溪記者郭若溪攝攝

據上海越劇院消息，著名
越劇表演藝術家、國家級非
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越劇
「徐派」藝術創始人徐玉蘭
昨日17點18分於華東醫院去
世，享年96歲。
徐玉蘭表演富有激情，善於

塑造人物形象，具有俊逸瀟
灑、神采奪人的藝術魅力。尤
其是扮演風流倜儻的角色，獨
步越壇。嗓音嘹亮，旋律常在
中高音區進行，唱腔除繼承越
劇傳統老調外，廣泛吸收京、

紹、杭等劇種的聲腔成分，具
有高昂激越的特色，被稱為徐
派。代表作有《紅樓夢》中賈
寶玉、《西廂記》中張珙、
《春香傳》中李夢龍、《追
魚》中張珍、《北地王》中劉
諶等。
就在今年4月7日，徐玉蘭

剛剛榮獲第27屆上
海白玉蘭戲劇表
演藝術獎終身成
就獎。

■澎湃新聞

越劇大師徐玉蘭辭世 享年96歲
■■徐玉蘭徐玉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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