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達是用長方形絹布製成的禮敬法器，
其長短不一，一般為二至四尺，也有一丈
多長的。大都為白色，象徵純潔、吉祥、
繁榮，但也有藍、紅、綠、黃等不同顏

色。哈達的質料也有很多種類，大多數人不計較質料的
優劣，只要能表達對上尊者的敬意即可。
傳統上，獻哈達，是藏傳佛教寺廟以及蒙古族、藏族

的一種普遍而崇高的禮節。在現代藏族地區禮賓交往
中，哈達已經是一種表示敬意的吉祥之物了。

■綜合網上資料

哈達重意不重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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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數人不計較哈達質料的優劣大多數人不計較哈達質料的優劣，，只要能表只要能表
達對上尊者的敬意即可達對上尊者的敬意即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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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屆監事會2019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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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一次臨時會議於2019年1月2日以通訊方式召開。會議
應參加表決監事5名，實際參加表決5名。會議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監事會議事規則的有關規定，作出的決
議合法有效。會議經審議通過以下議案：
  一、《關於公司監事變動及增補監事候選人的議案》
因工作變動原因，張天雪監事申請辭去第九屆監事會監事職務。為保證公司監事會的規範運作，擬增補監事候選人。根
據《公司章程》的相關規定，監事候選人來自兩個方面：控股股東重慶輕紡控股（集團）公司推薦和公司職工民主選舉
產生。
  公司控股股東重慶輕紡控股（集團）公司推薦段世霞女士為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屆監事會監事
候選人。
  段世霞，女，1984年3月生，中共黨員，大學本科學歷，會計師，2006年7月參加工作，曾任重慶長江軸承股份有
限公司會計；現任重慶輕紡控股（集團）公司財務部業務副主管。
  公司監事會對監事候選人進行初步審查，認為段世霞女士符合監事任職條件，同意將其作為監事候選人提交公司股
東大會審議。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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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公司監事辭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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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本公司」）監事會於2019年1月2日收到監事張天雪先生提交的
書面辭職報告。因工作變動原因，張天雪先生申請辭去公司第九屆監事會監事職務。辭職後，張天雪先生將不再擔任公
司任何職務。
  根據《公司法》及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公司監事會成員人數不因張天雪先生辭去監事職務而低於法定最低人數，
不影響公司監事會正常運作，張天雪先生的辭職申請自送達公司監事會時起生效。公司將按有關規定盡快完成監事增補
的相關工作。
  本公司及監事會對張天雪先生在監事會任職期間的勤勉工作表示衷心感謝。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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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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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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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召開會議的基本情況
  (一) 股東大會類型和屆次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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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8日  14點00分
  召開地點：上海斯格威鉑爾曼大酒店47樓VIP3會議室（上海市黃浦區打浦路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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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8日
             至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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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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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擬掛牌轉讓上海茂發物業管理有限公司90%股權的議案 √ √
2 關於公司監事變動及增補監事候選人的議案 √ √

  1、 各議案已披露的時間和披露媒體
  議案1經公司第九屆董事會2018年第一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議案2經公司第九屆監事會2019年第一次臨時會議審
議通過。詳情參見2018年12月20日及2019年1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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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特別決議議案：不適用
  3、 對中小投資者單獨計票的議案：全部議案
  4、 涉及關聯股東迴避表決的議案：不適用
    應迴避表決的關聯股東名稱：不適用
  5、 涉及優先股股東參與表決的議案：不適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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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會議出席對像
  (一) 股權登記日收市後在中國證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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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9 －
Ｂ股 900922 三毛B股 2019/1/14 20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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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會議登記方法
  1、符合上述條件的股東於2019年1月17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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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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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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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會期半天，一切費用自理。
  4、根據有關規定，本次股東大會不備禮品（包括車票）。
  5、本次股東大會會議為上海斯格威鉑爾曼大酒店47樓VIP3會議室（上海市黃浦區打浦路15號）。周邊交通：公交
17、43、89、96、733、932、146內圈、隧道一線；地鐵9號線打浦橋站、地鐵4號線魯班路站）。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9年1月3日           

● 附件
1、授權委託書
● 報備文件
1、提議召開本次股東大會的董事會決議

附件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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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8日召開的貴公司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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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人持優先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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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擬掛牌轉讓上海茂發物業管理有限公司90%股權的議案    
2 關於公司監事變動及增補監事候選人的議案    

委託人簽名（蓋章）： 受托人簽名：

委託人身份證號： 受托人身份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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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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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州大地A20

2019年1月3日（星期四）

20192019年年11月月33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19年1月3日（星期四）■責任編輯：謝宗興 ■版面設計：房雍

「藏曆新年就要來了，訂單數翻了4、5倍。我們的機器24小時趕工，人休息機

器不休息。」四川邛崍市冉義鎮雪域民族工藝廠總經理植學文說。現場可以看到，廠房

裡幾十台織機隆隆地運轉，工人們在忙碌，呈現出一片火熱的景象。冉義鎮鵬飛哈達廠

廠長胡鵬飛說，漢族與藏族同胞已有了100多年的貿易往來。聖潔的哈達已經將兩族人民

的日常生活與命運聯繫起來。 ■新華社

昨日，選手在哈爾濱冰
雪大世界內製作冰雕。
當日，第八屆中國哈爾
濱國際組合冰雕比賽在
哈爾濱冰雪大世界進行
第三天的比賽。本屆比
賽有來自中國、西班
牙、意大利、俄羅斯等
12個國家和地區的16支

代表隊、64名隊員參賽。
■文/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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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2月 29日 14時許，
我們利用青海『生態之窗』在黃
河源頭瑪多縣野馬嶺實時觀測到
520餘隻藏野驢種群集中覓食、活
動，場面極其壯觀。而這也是青
海『生態之窗』建立以來黃河源
頭首次觀測到如此大規模的藏野
驢種群。」青海省環境信息中心
主任李宏齊表示。
李宏齊介紹，2018年12月29日
14時許，520餘隻藏野驢大種群在
瑪多縣野馬嶺集中覓食、活動，場
面壯觀，而這則通過青海「生態之
窗」系統全過程記錄，監測總時長

達3個小時，當天還觀測到赤狐、
狼等野生動物活動畫面，數量之多
也極其罕見，目前觀測資料已上傳
至青海環保雲平台海量存儲系統。
藏野驢是國家一級保護動物，

青藏高原特有有蹄類物種，體形
酷似驢、馬雜交而產的騾子，因
尾稍似馬尾，所以有人又稱其為
「野馬」，生活在 4,000 米至
5,500米的高寒荒漠環境中，是高
原上唯一的野生奇蹄動物。

棲息環境改善 藏野驢開枝散葉
「青海『生態之窗』遠程視頻

觀測系統採用高清視頻監測、數
字化網絡實時傳輸、統一平台管
控的方式，建立網絡遠程視頻監
測管理系統，近距離觀測典型區
域的生態類型、自然景觀、野生
動物以及生態多樣性。」李宏齊
說，此次青海「生態之窗」實時
觀測點位於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
州瑪多縣野馬嶺，藏野驢種群實
時觀測數量較以往大幅增長，這
與瑪多縣野馬嶺區域濕地草地面
積增加，野生動物保護力度加大
及棲息地環境改善有密切關係。

■中新社

實時觀測首建功 藏野驢群現青海

昨日，上海老字號餐飲杏花樓正式入駐內地網上
訂餐平台餓了麼開啟外賣模式，主推點心、小食、
年貨等產品，上線後部分產品當日售空。杏花樓負
責人表示，杏花樓此前已有線上銷售渠道，現在推
出外賣是為了試水在地生活服務，亦是積極吸引年
輕新用戶的一種手段。
據悉，杏花樓建於清代咸豐元年（公元 1851

年），至今已有168年歷史，目前在滬共有120家門
店，此次率先開啟外賣服務的是位於豫園的門店，
未來其他119家門店也會陸續跟進外賣服務。從外
賣平台菜單來看，主推產品包括鬆糕、八寶飯、小
籠包、芝麻湯圓等經典點心類，同時還有應景推出
的臘味系列、年貨禮包等。

外賣隨叫隨到 符合生活節奏
杏花樓上線餓了麼首日，菜單中的年貨禮包、小

籠包等很快便顯示售完無貨狀態。有消費者表示，
杏花樓作為上海知名餐飲，現場購買經常會大排長
龍，還遇到人排至店內才發現某樣商品賣完的狀
況，現在有了外賣，門店有無存貨網上一目了然，
十分方便。此前杏花樓在淘寶已有旗艦店，但不少
年輕消費者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杏花樓很多產品
淘寶店內並無銷售，且在淘寶購買產品至少需等一
天配送時間，而外賣則是隨叫隨到，更符合年輕人

的「快生活」方式。
對於上線餓了麼以後的動作，杏花樓顯然更想抓

住年輕群體，表示會與網紅茶飲品牌合作推出獨家
套餐，打造白領下午茶，之前杏花樓曾創新推出多
款網紅青團，成功吸引年輕人打卡。有業內人士表
示，百年老店只有推陳出新才能吸引年輕人，杏花
樓此次推出外賣，並擬打造網紅下午茶，都可在年
輕群體印象中加分，這也可使得老字號品牌自身煥
發活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滬老牌酒家
網售外賣吸年輕客

■杏花樓昨天在餓了麼上線首家外賣門店。 網上圖片

位於川西平原上的冉義鎮素有
「哈達鎮」之稱。在鎮上廠

區一隅，可以看到整齊碼放、堆得
小山高的哈達。植學文表示，這是
薩迦派紅城寺訂的25,000條哈達，
「我們廠現在每天生產哈達的產能
達到三到五萬條，還幫助青海同德
縣、西藏日喀則市等地建設哈達
廠，給他們提供設備，做人員培
訓。」

祖父古道經商 來回需一個月
胡鵬飛表示，他們家做哈達到
他已經是第四代，「以前進藏的
路不能走車，我爺爺騎馬去康定
賣哈達時，走茶馬古道來回得一
個月。」
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現在胡鵬

飛經營的工廠已經擁有30多台現
代化紡織設備，專業生產哈達，
還建立了專門的銷售團隊，在拉
薩、山南、日喀則、那曲等地開
設了銷售哈達的舖面。「2018年
我們產值做到了1,200多萬，開
闢的網絡銷售渠道也將高端哈達
賣到了台灣、加拿大等地。」胡
鵬飛說。
從2001年高中畢業就開始幫助

父親做哈達，到現在已有近20年
的從業經歷。胡鵬飛說，他最大的
感觸是，一條哈達成為他們家與藏
族人民世代的友誼紐帶。

拍檔跨越兩代 關係親如兄弟
「父親做廠長時，有個老顧客在

甘孜州爐霍縣，做了幾十年的生

意。」胡鵬飛說，「現在那位顧客
已不在人世，但他的兒子呷絨又成
了我的顧客。」
胡鵬飛表示，他們現在已經不僅

僅只是生意夥伴關係，家族的世代
交往，讓他們親如兄弟，在有困難
時都會互相幫忙。
在「哈達鎮」，漢族與藏族同胞

已有了100多年的貿易往來。聖潔
的哈達已經將兩族人民的日常生活
與命運聯繫起來。
「我也曾經想過不做哈達，父親

總教育我，是通過賣哈達供我吃飯
供我讀書，是藏族同胞養育我長大
成人。」胡鵬飛說，現在他做哈
達，已經不僅是為了生計，也是出
於一份對家族和對藏族人民的責
任。

編織漢藏友誼編織漢藏友誼
四代哈達工廠

■■胡鵬飛表示胡鵬飛表示，，聖潔的哈達已經將兩族人民聖潔的哈達已經將兩族人民
的日常生活與命運聯繫起來的日常生活與命運聯繫起來。。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