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團上季勁蝕832億
可贖回優先股公允值影響 實虧24.64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

美團點評（3690）上市後首次公

佈截至9月末的第三季度業績，期

內總收入按年升97.2%至190.76

億元（人民幣，下同）。權益持

有人應佔虧損擴大至 832.95 億

元，遠超收入逾3倍，較去年同期

虧損43.51億元增加逾18倍，與

第二季虧損77.05億元相比擴大近

10 倍。美團點評昨收報 61.05

元，升2.3%跑贏大市，惟收市後

才公佈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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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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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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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22 日
( 二 )	股東大會召開的地點：上海斯格威鉑爾曼大酒店 46 樓會議室 1（上海市黃浦區
打浦路 15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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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其中：A股股東人數	 6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人數（B股） 1
2、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55,181,533
其中：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52,162,603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B 股 ) 3,018,930
3、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股份數占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 27.4547
其中：A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25.9527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1.5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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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會議由公司董事會召集，董事長鄒寧先生主持。會議採用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相
結合的表決方式進行表決。會議的召集、召開、表決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關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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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人，出席 6人，獨立董事錢利明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會議；
2、	公司在任監事 4人，出席 3人，監事張天雪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會議；
3、	董事長（代行董事會秘書職責）出席了會議；監事候選人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列
席了會議。

二、	議案審議情況
( 一 )	非累積投票議案
1、議案名稱：關於授權公司管理層適時出售股票資產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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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59,243 99.9936 3,360 0.0064 0 0.0000
B 股 3,018,93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55,178,173 99.9939 3,360 0.0061 0 0.0000

2、	議案名稱：關於公司監事變動及增補監事候選人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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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59,243 99.9936 3,360 0.0064 0 0.0000
B 股 3,018,93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55,178,173 99.9939 3,360 0.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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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授權公司管
理層適時出售股
票資產的議案

3,019,230 99.8888 3,360 0.1112 0 0.0000

2
關於公司監事變
動及增補監事候
選人的議案

3,019,230 99.8888 3,360 0.1112 0 0.0000

( 三 )	關於議案表決的有關情況說明
無。

三、	律師見證情況
1、	本次股東大會鑒證的律師事務所：北京市華泰律師事務所上海分所
律師：許競偉、楊雪
2、	律師鑒證結論意見：
本所律師認為，公司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和召開程序、出席會議人員的資格、召集人
資格、表決程序以及表決結果均符合有關法律、法規等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規定，本次股東大會審議通過的有關決議合法有效。

四、	備查文件目錄
1、	股東大會決議；
2、	法律意見書。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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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屆監事會 2018 年第二次臨時會議

決議公告
	
	 	 本公司監事會及全體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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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屆監事會 2018 年第二次臨時會議於
2018 年 11 月 22 日在公司會議室召開。本次會議應到監事 5名 , 實到監事 4名，監
事張天雪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會議，委託監事何貴雲先生代為行使表決權。會議
推舉監事何貴雲先生主持。本次會議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監事會議事
規則》等相關規定，作出的決議合法有效。
	 	 會議經審議通過以下議案：
	 	 一、《關於選舉公司第九屆監事會監事長的提案》
	 	 選舉何貴雲先生為公司第九屆監事會監事長，任期至本屆屆滿。
	 	 表決結果：同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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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簡歷：
何貴雲，男，	1969 年 7 月生，碩士研究生，高級會計師，中共黨員。曾任重慶南桐
礦業公司審計部長、監事（兼監事會辦公室主任）、重慶輕紡控股（集團）公司審計
室（監事會辦公室）副主任。現任重慶輕紡控股（集團）公司審計室（監事會辦公室）
主任；公司第八屆監事會監事、第九屆監事會監事。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美團點評第三季業績撮要

項目

收入

毛利

經營虧損

期內虧損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

經調整EBITDA

經調整虧損淨額
其他業務數據

第三季平台的
總交易金額

第三季整體變現率
截至9月30日止
12個月平台用戶數
截至9月30日止
12個月用戶交易筆數

截至9月30日止
12個月活躍商家

製表：記者 周曉菁

金額（元人民幣)

190.76億

45.71億

(34.51億)

(832.97億)

(11.72億)

(24.64億)

1,457億

13.1%

3.82億

22.7筆

550萬家

同比變幅

+97.2%

+33.2%

擴大230.24%

擴大1,806.11%

擴大39.52%

擴大158.01%

+40%

增加3.8百分點

+30.3%

+32.75%

+44.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
樂）獲阿里巴巴投資的基因測
試及數碼化醫療保健企業Pre-
netics，昨宣佈推出大眾化基因
測試平台 Circle，提供癌症基
因測試，以及飲食、營養和運
動基因測試服務 Diet Fitness
Pro 360。即日起香港消費者只
要 登 上 www.circleDNA.
com ；或於12月3日起到訪指
定 Green Common 門市，即
可購買基因測試採樣套裝。用
家只需根據說明書在家採集唾
液樣本，寄回公司約2至4星
期後便知道測試結果。

提供實際健康建議
Prenetics 行政總裁兼聯合創

辦人楊聖武表示，Circle的基
因測試服務除了向用戶提供基
因綜合檢測及分析報告外，亦
同時提供切實可行的健康建
議。他期望用戶可透過測試了
解自己的基因、並認識它與健
康的關係，從而建立一套預防
性的保健方法。公司現正與數
間醫療機構進行商討，期望可
於明年於這些機構推出相關測
試服務。另外，Prenetics 亦計

劃於日後推出多元化的基因測
試服務，包括慢性疾病風險、
藥物反應、家庭計劃篩查、心
血管健康等。

兩測試涵蓋診斷養生
據了解，Circle 在推出初期

主要提供以下兩項測試：首先
是癌症基因測試，測試旨在分
析個人是否帶有增加罹患8種
常見癌症疾病的基因風險，包
括乳癌、卵巢癌、大腸癌、黑
色素瘤、胰臟癌、前列腺癌、
胃癌和子宮癌，測試服務定價
為2,499元。然後是飲食、營
養和運動基因測試 Diet Fit-
ness Pro 360，測試旨在透過了
解基因揭示個人獨有的飲食、
營養攝取和運動方式，定價為
1,499元。
阿里巴巴香港創業者基金董

事局成員盛智文表示，隨着預
期壽命逐漸延長，香港人有需
要進一步了解與自身健康息息
相關的資訊。他對Prenetics 推
出 Circle表示興奮，因測試可
令公眾透過創新科技進一步了
解與疾病有關的資訊，提高對
個人健康的意識。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首批獲得「儲
值支付工具」牌照的 TNG 昨宣佈，
其電子錢包平台 TNG Wallet 成功
打入港鐵，成為其中一間支援港鐵

QR Code 收費的流動支付平台。服
務預計於 2021 年年中推出，乘客只
需掃描 TNG Wallet 的 QR Code 支
付車費，便可進出全港 91 個港鐵

站。 TNG 創始人兼行政總裁江慶恩
表示，將繼續擴展商戶網絡，為全
港市民提供更多元化、更全面的服
務。

香港文匯報訊 智能手機已在各個
領域裡廣泛應用，昨天舉行的「樂齡
科技博覽暨高峰會2018」展會上，一
款可以監測人體健康數據的智能醫療
手機殼亮相。
該款G Medical智能醫療手機殼，

外觀看與平常使用的手機殼差不
多，只是加多了幾個芯片，但卻改
變了以往的醫療保健方式，可以將
任何一款手機轉換為醫療監護和診
斷設備，建立遠程的個性化醫療平
台，隨時隨地獲取健康數據，可達
到醫療、保健的作用，從而改善普
通人的生活質量。

「老幼咸宜」助健康管理
據代理該產品的香港聯橋投資有限

公司介紹，G Medical智能醫療手機
殼利用醫學傳感器，通過藍牙與智能
手機實現數據傳送，可高精度測量體
溫、心率、心電圖、血氧飽和度及人
體緊張度。通過智能手機監測人的健
康狀態，對於忙碌的白領、退休的長
者和讀書的學童都是很好的健康管理
手段。日後，G Medical智能醫療手
機殼還將深入開發監測人體的其他功
能，為醫務人員提供更詳盡的健康數
據。

TNG 啟港鐵二維碼支付

2499
元
基
因
測
試

驗
8
種
癌
症

智能手機殼變身保健助手

■盛智文
表示測試
可令公眾
進一步了
解與疾病
有關的資
訊，提高
個人健康
意識。

記者
岑健樂攝

特斯拉華全系降價促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

雯瓊 上海報道）美國電動
車廠商特斯拉昨日宣佈在
中 國 銷 售 的 Model S、
Model X電動車價格下調
12%至26%。
同時，國產化的Model 3
價格正式公佈，較之前曝
光的訂單報價亦有最高
15%的下降。

Model S P100D勁減26%
據特斯拉中國官網顯

示，降價後，Model S系列
中75D和100D車型新售價
分別為 78.29 萬元（人民
幣，下同）和95.46萬元，
均較之前報價降12%；最
貴的P100D車型新售價為
109.1萬元，降26%。Mod-
el X系列中，三款車型分別
報價 86.18 萬、95.25 萬和
118.93 萬元，減幅為 12%
至24%。

新型號Model 3賣54萬
特斯拉中國還正式公佈

Model 3售價，Model 3長
續航電池雙電機全輪驅動
版售價 54萬元，Model 3
Performance 高性能全輪驅
動版為59.5萬元。而此前
曝光的訂單價格中，這兩
款車價格為58.8萬和 69.8
萬，現在的價格較之前下
調8%至15%。
特斯拉方面表示，此次

降價是因為公司承擔了大
部分關稅。值得一提的
是，在日前舉行的首屆進
博會上，作為參展方的特
斯拉也有現場免除大部分
關稅讓利消費者的舉措，
記者當時從特斯拉銷售人
員處了解到，當時展出的
Model X 及 Model S 兩款
車，現場可以免去70%至
80%左右的關稅，令不少消
費者心動。
曾有第三方機構統計，

2018年前三季度，特斯拉
在中國內地銷量為 6,710
輛，位列其全球銷量第二
名。

美團點評上季虧損狂增至 832.95 億
元，主因是受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

的公允價值變動所影響，此乃由於公司上
市後估值大幅增加，該估值根據公司股份
於2018年9月首次公開發售時的發售價釐
定，公司上市導致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公
允價值變動。

上季經營虧損擴至34.5億
財報披露，第三季度公司經營虧損為
34.51億元，去年同期為10.45億元，擴大
逾二倍；經調整虧損淨額則為24.64億
元，去年同期則為9.55億元。若加上上半
年已錄得的287.8億元虧損，首3季度約
蝕1,120億元。
經營數據上，第三季度平台總交易金額
按年增長40%至1,457億元，截至9月底
平台年度交易用戶總數按年升30.3%至
3.82億，每位交易用戶在平台的平均每年
交易筆數由去年同期的17.1筆增長至22.7
筆。
截至9月底平台年度活躍商家總數由去
年同期的380萬增至550萬，三季整體變
現率由去年同期的9.3%升至13.1%。

網約車業務虧損按季減
業務分佈上，餐飲外賣業務增長強勁，

整體收入112億元，同比增長84.8%；日
均交易筆數增加48.5%至1,940萬筆，總
交易金額增長54.4%至800億元。到店及
酒旅收入44億元，同比增長46.8%；總交
易金額升13.9%至493億元。毛利均實現
大幅增長，餐飲外賣毛利達19億元，同比
增長287.3%；到店及酒旅實現毛利40億
元，同比增長46.8%。
財報又指，由於摩拜業務和處於試點階

段的網約車業務均改善了運營效率，上季
該分部的虧損淨額較第二季有所減少。

增推廣銷售成本升1.32倍
不過，美團在第三季度各部成本有所上

揚，促使經營虧損擴大。銷售成本按年大
增1.32倍至145億元，銷售及營銷開支按
年增加45.2%至46億元，主要由於僱員福
利開支、交易用戶激勵、推廣及廣告開支
及無形資產攤銷增加。此外，研發開支及
一般行政開支均有增長，分別為20億元及
13億元，按年大增95.1%和152.1%。

香港文匯報訊 人生經驗隨年歲而增加，原來
財務信心越老越進取。安盛投資管理昨公佈首份
消費者研究調查Voices的結果顯示，55歲以上
的港人較年輕一輩更願意承受投資風險 ；57%
受訪香港人和78%的55歲以上受訪者 (55+) 對
目前的財務狀況抱有信心。

55+有信心者逾七成
調查顯示，香港人的樂觀情緒隨年歲遞增。
雖然即將踏入退休年齡，但78%的55+對目前的
財務狀況抱有信心，為所有年齡組別中最樂觀的
一群。49% 的55+表示願意承受更大的投資和
財富管理風險，相比16至21歲受訪者，只有

38% 願意承受此風險。
在目前市場波動以及地緣政治

緊張的情況下，一半受訪者仍在考慮會否進行更
多投資。51%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或有可能投放更
多資金於現持有的投資，55+組別中有49%持相
同看法。若要說服這群正在考慮增加投資的港
人，似乎需要更多市場利好消息以增強他們的信
心。

活到老 投資到老
調查亦發現，身為最高的年齡組別，55+受訪

者不僅最重視社會責任，他們的投資視野亦較其
他年齡組別長遠。55+持較長年期的投資概念，
他們大部分定義長線投資為十年，其他較年輕的
受訪者一般則認為5年已算是長線。

調查：財務信心越老越強

■可監測人體健康數據的智能手機殼。

■美團點評業
務分佈上，餐
飲外賣業務增
長強勁，整體
收 入 112 億
元，同比增長
84.8%。

資料圖片

■■Model XModel X
系列車系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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