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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調整寶雞凌雲萬正電路板有限公司

65.44%股權掛牌轉讓價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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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決定調整寶雞凌雲萬正電路板有限公司65.44%股權的掛牌轉讓價格。本次掛

牌價格為人民幣1593.910643萬元，下調幅度為評估價格的10%。其餘掛牌條件與首次掛牌條件保持一致。
●本次交易未構成重大資產重組。
●本次交易的實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礙。
●本項交易已經公司第十屆董事會2019年第二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無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本次交易系通過產權交易所公開掛牌轉讓，交易成功與否存在不確定性，敬請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一、交易概述
2019年6月，公司召開第十屆董事會2019年第一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關於預掛牌轉讓所持寶雞凌雲萬正電路板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寶雞凌雲公司」、「標的資產」）65.44%股權的事項。2019年8月，在完成對寶雞凌雲公司的
審計、評估工作後，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該股權掛牌事項，同意公司以評估價格為依據，以人民幣
1771.01萬元為掛牌價格在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公開掛牌轉讓。

（詳見公司於2019年6月12日及8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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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30日，寶雞凌雲公司股權在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正式掛牌。首次掛牌於2019年9月27日期滿，在本次掛
牌期間未徵集到意向受讓方。

二、本次調整情況
根據市場情況，結合標的資產面臨生產搬遷等客觀事實，為繼續推進標的資產的轉讓工作，公司擬以人民幣

1593.910643萬元作為掛牌底價再次通過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掛牌轉讓所持寶雞凌雲公司65.44%股權。本次調整掛牌價
格的下調幅度為評估價格的10%，其餘掛牌條件與首次掛牌條件保持一致。

鑒於本次交易採用公開掛牌轉讓方式進行，最終能否成交、交易對方及交易價格均存在不確定性，本次交易對公司
經營和財務狀況的最終影響尚待產生實際成交價格後方可確定。

公司將根據事項進展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三、獨立董事意見
公司獨立董事就本議案發表意見如下：
公司本次調整股權掛牌轉讓價格，是在綜合考慮市場情況及標的資產面臨生產搬遷等客觀事實後作出的審慎決定。

本事項的決策程序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不存在損害公司及全體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利益的
情形。我們對本次股權掛牌調價事項表示同意。

四、備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屆董事會2019年第二次臨時會議決議
2、獨立董事關於第十屆董事會2019年第二次臨時會議相關事項發表的獨立意見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十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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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使用閒置自有資金購買短期理財產品的進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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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財產品受托方：交通銀行、光大銀行、寧波銀行、民生銀行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購買理財產品餘額為人民幣1.40億元
●理財產品類型：結構性存款類、保本浮動收益型、保本保證收益型
●理財期限：不超過12個月
●資金來源：自有資金

一、委託理財概述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於2019年3月28日召開第九屆董事會第十二次會議，審

議通過《關於使用自有資金進行低風險短期理財產品投資的議案》，同意公司在確保日常運營和資金安全的前提下，使
用額度不超過人民幣15000萬元的自有資金，用於投資低風險銀行短期理財產品。在上述額度內，資金可以滾動使用。
本項授權自董事會審議通過本議案之日起一年內有效。（詳見2019年3月30日刊登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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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委託理財協議主體的基本情況
根據董事會上述決議事項，自上一進展公告日（2019年7月17日）起至本公告日（2019年10月11日）止，公司與交

通銀行、光大銀行、寧波銀行、民生銀行分別簽署購買銀行短期理財產品的相關協議。
公司與上述銀行均不存在關聯關係，本次交易不構成關聯交易。

三、委託理財合同的主要內容
（一）基本說明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閒置自有資金購買理財產品的持有情況

序號 受托方 產品名稱 產品類型 認購金額
（萬元）

風險
評級

委託理財認
購日

委託理財到
期日

預計年化收益
率（%）

1 上海銀行虹口
支行

「穩進」2號結構
性存款產品 結構性存款類 1,000 極低風險產品 2019/7/15 2019/10/15 3.70%

2 上海銀行
崇明支行

「穩進」2號結構
性存款產品 結構性存款類 2,000 極低風險產品 2019/7/15 2019/10/15 3.70%

3 交通銀行
楊浦支行

蘊通財富定期性
結構性存款3個月 保本浮動收益型 2,900 極低風險 2019/9/9 2019/12/9 3.55%-3.65%

4 光大銀行昌裡
支行 結構性存款理財 結構性存款類 2,100 極低風險產品 2019/10/8 2019/12/8 3.60%

5 光大銀行昌裡
支行 結構性存款理財 結構性存款類 2,000 極低風險產品 2019/10/8 2019/12/8 3.60%

6 寧波銀行黃浦
支行

單位結構性存款
893303號 保本浮動收益型 1,000 低風險 2019/10/9 2019/11/12 3.40%

7 民生銀行
市南支行

掛鉤中證500指
數結構性存款

191617號
保本保證收益型 3,000 一級 2019/10/10 2019/12/27 1.50%-3.60%

合計 14,000

2、上一進展公告日至本公告日期間，公司使用閒置自有資金購買理財產品到期贖回情況（含上一進展公告日至本
公告日期間的購買並已贖回的情況）

序號 受托方 產品名稱 產品類型
贖回金
額（萬
元）

風險
評級

委託理財
認購日

委託理財
到期日

預計年化
收益率
（%）

實際取得
收益（萬

元）

1 交通銀行
楊浦支行

蘊通財富結構性
存款2個月 期限結構型 2,900 保本 2019/7/4 2019/9/6 3.55% 17.77

2 光大銀行昌裡
支行 結構性存款理財 結構性存款

類 2,100 極低風險產
品 2019/7/3 2019/10/3 3.80% 19.95

3 寧波銀行黃浦
支行

單位結構性存款
891317號 保本浮動型 3,000 低風險 2019/4/4 2019/10/8 3.60% 55.33

4 上海銀行虹口
支行

「贏家」貨幣及
債券系列（點滴
成金）理財產品

固定收益類 1,000
極低風險產
品（一級風

險）
2019/7/8 2019/10/9 3.50% 8.73

5 民生銀行
市南支行

掛鉤利率結構性
存款

保本浮動收
益型 3,000 二級

（保本） 2019/7/9 2019/10/9 3.65% 27.60

合計 12,000 129.38

上述理財產品的本金及收益均已到賬。

（二）敏感性分析
公司運用自有資金購買低風險銀行短期理財產品，是在確保公司日常運營和資金安全的前提下實施的，不會影響公

司的主營業務運營及日常資金周轉，且能獲得一定投資收益，有助於提升公司整體業績水平，為公司股東謀取更多的投
資回報。

（三）風險控制分析
1、公司以自有階段性閒置資金投資的理財產品為國家銀監會批准的低風險銀行短期理財產品。
2、投資理財產品由董事會授權，經理層決策，並由公司財務負責人組織實施。風險管理部負責對低風險投資理財

資金使用與保管情況進行審計與監督，並定期向審計委員會報告。
3、公司獨立董事、監事會有權對資金使用情況進行監督與檢查，必要時可以聘請專業機構進行審計。

（四）獨立董事意見
公司獨立董事在第九屆董事會第十二次會議審議相關議案時發表意見如下：公司在確保日常運營和資金安全的前提

下，擬使用不超過人民幣15000萬元的自有資金進行短期銀行理財產品投資，有利於提高階段性閒置自有資金的使用效
率並增加收益，風險可控，且不會影響公司的主營業務發展，不存在損害公司及全體股東的利益，特別是中小股東利益
的情形。本事項相關審批程序符合監管規定，我們對本項議案表示同意，並同意董事會授權公司管理層行使相關投資決
策權並簽署相關合同。

四、累計購買理財產品餘額情況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使用自有資金購買理財產品餘額為人民幣1.40億元。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十月十一日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
報道，在昨日的國家林業
和草原局 10日舉辦的新聞
發佈會上，中國東北虎豹
國家公園管理局副局長張
陝寧表示，東北虎豹國家
公園野生東北虎豹種群穩
定、活動範圍不斷擴大。
目前，在試點之初區內統
計的野生東北虎 27隻、東
北豹 42隻基礎上，又發現
了新繁殖的老虎幼崽 10
隻、幼豹6隻。
2017年8月，依託長春專
員辦，東北虎豹國家公園
管理局掛牌成立，成為中
國第一個中央事權的國家
公園管理機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據國家林業和草原局消息，中國近
日正式命名5處國家地質公園。至
此中國正式命名的國家地質公園增
至219處。
國家林草局有關負責人介紹說，新

增的5處分別是湖北恩施騰龍洞大峽
谷國家地質公園、廣西羅城國家地質
公園、廣西都安地下河國家地質公
園、西藏羊八井國家地質公園和四川
青川地震遺蹟國家地質公園。
據悉，中國擁有世界地質公園39

處，國家地質公園219處，省級地
質公園近400處。

他們戴着舊草帽，面相略顯稚嫩。原
來他們都還是學生——李國平剛剛

被保送北京大學直博，李國安剛剛被保送
至中科院碩博連讀。
李國安說，哥哥比他早一個星期從學校
回家，一直跟着母親在廠裡打工。在他回
家後，就接過哥哥的班。
雖說是哥哥，李國平只比李國安早出生

3分鐘。兄弟倆老家在江蘇省徐州豐縣，
很早就跟着父母到徐州市區，兩人入同一
所小學、中學，學習成績也是肩並肩。
2016年，兄弟倆同時考取了東南大學
物理學院物理專業。今年，兄弟倆第一次
出現了「分道揚鑣」——李國平被保送到

北京大學物理學院，五年直博，專攻半導
體方向；李國安被保送到中科院物理所，
五年碩博連讀，主攻量子信息與計算機專
業。
工廠負責人邱先生稱讚：「弟兄倆馬上

都是博士了，可是幹起體力活來，一點不
輸給其他工人。」

一家擠住宿舍16載
在兄弟倆3歲時，父母雙雙下崗。隨

後，父親開始在市區開出租，一直從業至
今。母親在兩兄弟上初中後開始四處打零
工，光在腳手架廠就工作了10年左右。
這對夫妻20多年的打拚幾乎都是在圍繞
孩子。母親劉霞說，在兩兄弟出生後，夫
妻倆就做了決定——培養孩子上學。
來徐州後，一家四口人住進了父親原單
位的宿舍，一住就是16年。在孩子求學
期間，父親承擔起養家重任，每天在路上
開約10個小時車，母親劉霞則負責照顧
兩兄弟起居。從小學開始，兩兄弟的生活
跟其他同學無異，父母除了偶爾督促兩人
學習外，會盡量讓他們有一個寬鬆的環
境。報輔導班、增加伙食開支，只要孩子
需要，父母都會盡量滿足。
不過，兩兄弟最大的偶像還是父親。父

親是高中學歷，當年參加高考被軍校錄
取，因體檢不合格落榜，他原本希望能複
讀重考，卻因為家境貧寒希望落空。他平
時除了工作，最大的愛好就是讀書。父親
經常購買書籍給兄弟倆作禮物，業餘時間
裡，他還經常給兒子們吟詩。父親還擅長
講故事，孩子成長過程中的每一次困惑，

父親都通過一個個故事開導他們，鼓勵他
們。

大學實現經濟獨立
2016年，兩兄弟同時考上心儀的東南
大學物理學院本科。從大一開始，兩兄弟
就延續着他們的好狀態，他們把學校的各
種獎學金拿了個遍，哥哥曾獲得國家獎學
金，弟弟獲得國家勵志獎學金。
在學校裡，兩兄弟經常「組團」參加
各種學科競賽，屢屢斬獲大獎。從大二
開始，兄弟倆就基本不向家裡伸手，而
是靠着獎學金、勤工儉學的補助金支付
生活費。兄弟倆還把運動特長帶進了大
學生活，入學後就參加了學校龍舟隊，
很快成為了校隊主力。大三時，兄弟倆
經常代表學校參加各類龍舟大賽並獲得
名次。

未來冀助父母圓夢
李國安說，在上大學前，他和哥哥經常
去媽媽工地幫忙，這一次回來，才發現他
們有好幾年沒來過母親工作的地方。「媽
媽的腰不好，工作一天回家常常直不起
身。」「哥哥說賺錢是其次，我倆只有在
工地上，才能親身體會媽媽多年的辛苦付
出。」
李國安還說，父親為了他們兄弟，操勞

了半生——當初的文藝青年，如今人也胖
了，皺紋多了，髮際線更高了，「我和哥
哥想通過努力，盡快讓爸爸擺脫生活的負
擔，重新回到青年時代，去找回曾經的很
多夢想。」

在江蘇省徐州市泉山區一處在江蘇省徐州市泉山區一處

腳手架工廠內腳手架工廠內，，2121歲的李國安歲的李國安

熟練地操作着拆卸扳手熟練地操作着拆卸扳手，，從鋼從鋼

管上卸下連接扣管上卸下連接扣。。從微涼的清從微涼的清

晨到烈陽當空的午後晨到烈陽當空的午後，，李國安李國安

已經連續作業已經連續作業44個多小時了個多小時了。。

他身旁的鋼管架堆到他身旁的鋼管架堆到 11人多人多

高高，，身上黃色工作服的背後早身上黃色工作服的背後早

已被汗水浸濕已被汗水浸濕。。而一周前而一周前，，李李

國安的雙胞胎哥哥李國平也以國安的雙胞胎哥哥李國平也以

同樣的裝束在這家工廠忙碌同樣的裝束在這家工廠忙碌

着着。。 ■■人民網人民網、、《《揚子晚報揚子晚報》》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昨日，在哈爾濱舉辦的
「最大規模的大米品鑒活動」
上 ， 2,045 名 品 鑒 者 拼 成
「米」字圖形同吃米飯，成功
挑戰健力士世界紀錄。
黑龍江省是中國最大的優質

粳稻主產區，水稻面積穩定在
6,000萬畝左右，年產大米約
400億斤。

列隊擺「米」字造型
此次活動場地佔地面積約1

萬平方米，由2,045名哈爾濱
市民和在校大專院校學生組成
的品鑒團完成。活動開始前，
分別穿着紅色、黃色服裝的品
鑒者提前定點步入挑戰區，列

隊擺成一個「米」字造型，
「米」字為黃色，紅色為底
色。現場130多口大鍋同時煮
飯，由50多名廚娘負責起鍋、
盛飯，100名志願者現場發放
米飯給品鑒者品嚐。每名品鑒

者品鑒三種米飯，每種米一小
量杯。活動主辦單位為此準備
了1,000斤左右的大米。品鑒
結束後，健力士世界紀錄認證
官宣佈「挑戰成功」，並頒發
證書。

逾兩千人同吃米飯
哈市創健力士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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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恩施騰龍洞大峽谷國家地質公
園一景。 網上圖片

■■兄弟二人文武雙全兄弟二人文武雙全。。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李國平在腳手架工廠工作李國平在腳手架工廠工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昨日昨日，，22,,045045名名
品鑒者在哈爾濱品鑒者在哈爾濱

拼成拼成「「米米」」字字
圖形同吃圖形同吃
米飯米飯。。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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