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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屆董事會第二十一次會議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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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一、董事會會議召開情況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二十一次會議（下稱“本次會議”）於

2019年12月16日以網絡通訊表決的方式召開。因錢雲花女士已於近日辭去公司董事職務，會議應參加
表決董事6名，實際參加表決董事6名。

董事長馬建國先生召集和主持了本次會議，公司監事夜文彥、閆東列席了會議。本次會議的召開符
合有關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的規定。

二、董事會會議審議情況
審議通過《關於調整公司組織架構的議案》
為進一步優化公司管理流程，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提升運營效率和管理水平，根據公司戰略布局及

業務發展的需要，結合公司的實際情況，對公司的組織架構進行了調整，調整後公司設置證券部、經
營管理部、財務部、法務部、審計部、綜合管理部等六個部門。

表決結果：同意票6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三、備查文件
（一）第七屆董事會第二十一次會議決議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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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監事辭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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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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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近日收到監事閆東先生遞交的書面辭職報

告，閆東先生因個人原因申請辭去公司第七屆監事會監事職務。
鑒於閆東先生的辭職將導致公司監事會人數低於法定最低人數，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規定，在補選產生新任監事之前，閆東先生仍將繼續履行公司監事的職責，公司將盡
快選舉產生新任監事。公司監事會對閆東先生在任職期間為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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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事會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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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收到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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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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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6日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上

海證監局下發的《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滬證監處罰字[2019]10號），《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具
體內容如下：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任鴻虎、李厚澤、張秋霞、沈新民、黨悅棟、何曉陽：
日前，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毅達)、何曉陽涉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案已由我局調查完

畢，我局依法擬對你們作出行政處罰。現將我局擬對你們作出行政處罰所根據的違法事實、理由、依
據及你們享有的相關權利予以告知。

經查明，中毅達、何曉陽涉嫌違法違規的事實如下：
一、中毅達涉嫌未及時披露實際控制人變更事項、何曉陽涉嫌未及時履行權益變動的報告義務
2016年4月14日，何曉陽、深圳寶利盛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寶利盛)與深圳市乾源資產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深圳乾源)、貴州鑫聚投資有限公司、貴州天佑睿聰企業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聚赫
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聚赫)、李琛等五方(以下簡稱股權受讓方或收購方)簽署《股權轉讓協
議書》。協議約定，何曉陽、寶利盛擬將其持有的中毅達控股股東大申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申集
團)50.5576%、27.6656%股份中的58.2232%股份轉讓給股權受讓方。

2016年4月15日，何曉陽與深圳乾源簽署附生效條件的《股權轉讓協議書》，約定自條件生效起，
何曉陽將其所持大申集團剩余20%股權轉讓給深圳乾源。

上述各方另外簽署了與股權轉讓協議有關的一系列借款協議、補充協議等。協議約定，上海聚赫退
出收購，原擬受讓股權由李琛、深圳乾源承接，並約定暫不辦理大申集團股權過戶手續，過戶前，
何曉陽、寶利盛將大申集團78.2232%股權按照收購方確定的比例和指定的兩個主體全部辦理質押手
續。

2016年5月31日，何曉陽與深圳萬盛源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萬盛源)、貴州貴台實業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貴州貴台)分別簽署《股權質押合同》，將其持有的大申集團30.3346%、20.2230%股權分
別質押給雙方。

2016年6月2日，何曉陽與萬盛源、貴州貴台分別簽署《不可撤銷授權委托書》，將其持有的大申集
團30.5576%、20%股權對應的股東權利行使事宜，包括提議召開臨時股東大會、股東提案權、股東
質詢權和建議權、表決權等，以不可撤銷方式分別委托給萬盛源、貴州貴台。之後，何曉陽不再參與
大申集團和中毅達的經營管理，不再行使大申集團的股東權利，中毅達的實際控制人發生變更。

2016年5月31日至8月3日期間，何曉陽、寶利盛陸續向收購方移交了大申集團營業執照、公章、相
關資料等。

2017年6月20日，中毅達發布《關於上海證券交易所對公司臨時股東大會相關事項問詢函的回復公
告》，披露了何曉陽對前述協議和相關資料的簽署情況、主要內容的回復情況。

2017年7月5日，中毅達披露了何曉陽提交的上述全部協議及相關資料。
中毅達未及時披露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變更事項，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以下簡稱《證

券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二款第八項規定，構成了《證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條第一款所述的違法
行為。對於上述違法行為，時任副董事長並代履行董事長、總經理、董事會秘書職務的任鴻虎簽署了
與股權轉讓協議相關的借款協議，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董事李厚澤(原萬盛源法定代表人，2016
年10月15日至2018年2月23日任中毅達董事)在《股權質押合同》及《不可撤銷授權委托書》上簽章，
為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監事張秋霞(原大申集團法定代表人，2016年6月29日至2018年4月4日任中毅
達監事)在《大申集團等五公司證照公章資料財務檔案移交接收人確認函》上簽字，為其他直接責任人
員。

何曉陽未及時履行權益變動的報告義務，違反了《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證監會令第35號)第三

條第二款、第五十六條第一款、第十四條第一款及第二款的規定，構成了《證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條
第二款所述的違法行為。

以上事實，有中毅達披露的相關公告、一系列股權轉讓協議、借款合同、股權質押合同、不可撤銷
授權委托書、相關人員詢問會錄、工商登記資料等證據證明。

二、中毅達涉嫌未按規定披露關聯交易、虛假記載關聯方事項
經查，時任中毅達控股股東大申集團的董事、總經理趙秀，同時兼任深圳市宏利創貿易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深圳宏利創)時任法定代表人、執行董事兼總經理。根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證監
會令第40號)第七十一條第三項，深圳宏利創為中毅達的關聯法人，中毅達或其控股子公司與深圳宏利
創之間發生的交易為關聯交易。

2017年7月28日、9月1日，中毅達控股子公司新疆中毅達與深圳宏利創分別簽訂無真實業務往來的
《購銷合同》、《合同部分終止協議》，基於上述合同(協議)，產生資金往來。截至2017年9月底，
新疆中毅達向深圳宏利創支付資金累計89,380,000元，深圳宏利創向中毅達的控股子公司新疆中毅達
及鷹潭中毅達累計返還資金67,999,609.34元，上述資金往來達到了《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
(2014年修訂)》(上證發(2014)65號)10.2.4“上市公司與關聯法人發生的交易金額在300萬元以上，且
占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絕對值0.5%以上的關聯交易(上市公司提供擔保除外)，應當及時披露”
的標准，屬於應當及時披露的關聯交易事項，但中毅達未及時披露，且在2017年11月10日發布的公告
中稱上述交易對手不是關聯方。

中毅達未及時披露關聯交易的行為，違反了《證券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二項、《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證監會令第40號)第四十八條規定，構成了《證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條
第一款所述的違法行為。中毅達在公告中稱“交易對手不是關聯方”，其行為違反了《證券法》第
六十三條規定，構成了《證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條第一款所述違法行為。

對於中毅達上述違法行為，時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長沈新民在《購銷合同》上簽章，為中毅達未及
時披露關聯交易、虛假記載關聯方事項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時任總經理、董事會秘書黨悅棟明知
深圳宏利創為關聯法人，但未及時披露且在公告中虛假陳述，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

以上事實，有《購銷合同》《合同部分終止協議》《合同評審會簽單》《用印審批單》、中毅達相
關公告、相關人員詢問筆錄、工商登記資料等證據證明。

根據當事人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與社會危害程度，我局擬作出如下決定：
一、依據《證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擬決定：
1.對中毅達責令改正，給予警告，並處以四十萬元罰款；
2.對任鴻虎給予警告，並處以二十萬元罰款；
3.對李厚澤給予警告，並處以五萬元罰款；
4.對張秋霞給予警告，並處以三萬元罰款；
5.對沈新民給予警告，並處以二十萬元罰款；
6.對黨悅棟給予警告，並處以二十萬元罰款。
二、依據《證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擬決定：
對何曉陽責令改正，給予警告，並處以六十萬元罰款。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三十二條、第四十二條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行政處

罰聽證規則》(證監會第119號令)第五條之規定，就我局擬對你們實施的處罰決定，你們享有陳述、申
辯的權利，其中中毅達、何曉陽、任鴻虎、李厚澤、沈新民、黨悅棟並享有要求聽證的權利，張秋霞
可以根據《聽證規則》第八條之規定提出一並參加聽證。你們提出的事實、理由和證據，經我局復核
成立的，我局將予以采納。如果你們放棄陳述、申辯和聽證的權利，我局將按照上述事實、理由和依
據作出正式的行政處罰。”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體為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和《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有關公司的信
息均以在上述媒體刊登的內容為准，敬請廣大投資者關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9年12月16日

青年宿舍申請須知
申請資格

申請類別

單人

雙人

申請流程

日期

2019年12月16日

2019年12月21日
下午5時30分

2020年1月4日下午6時

2020年1月7日

2020年1月7日至21日

2020年3月

資料來源：香港青年協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曉瑩

年齡

18歲至30歲的
香港永久性居民

18歲至30歲的
香港永久性居民

事項

開始網上接受申請

申請者簡介會
（地址：大埔社區中心地下展覽廳）

截止申請

網上公佈中籤結果

提交所有證明文件及申請書、面談

首批中籤申請者入住

每月收入
上限

不超過
2.1萬元

不超過
4.2萬元

個人總資產上限

不超過 36.4萬元
（不得持有個人物業）

不超過72.8萬元
（不得持有個人物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余韻）教聯
會上月訪問了超過850名中小學及幼稚園教
師，有八成人感到工作壓力，約三成人屬高
工時（每星期61小時以上），兩者都較去年
略減。而因應近月社會動亂，近七成人指身
心受較大負面影響，教聯會促請當局留意，
並加強對教育同工心理輔導支援。
調查結果顯示，今年有80%受訪教師指工

作壓力略大或過大，比去年同類調查的85%
有所放緩，而高工時的教師比例，亦由39%
回落至31%。同期教師快樂感亦有所改善，
以0分至10分計，由4.97分微升至5.25分。

半數人盼政治不影響教學
對於持續半年的修例風波，教育界亦不能

倖免，68%受訪教師指其身心受困擾，26%
更指有很大影響。而就社會事件衝擊正常學
習，調查亦邀請教師表達看法，62%人希望
事件能早日平息，53%指會提示學生注意人
身安全，亦有半數人希望政治不影響校園教
學。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27%受訪教師回應

說，會提示學生要守法。教聯會主席黃錦良
分析，是次調查中近八成受訪者任教幼稚園
或小學，他們或認為學生年紀尚小，參與政
治運動機率低，所以未有意識要提示其守
法，更令比率偏低。
他強調，學界亦需要就此提高警覺，呼籲

教育局提供支援加強法治教育，向師生灌輸
守法的概念。

七成教師指暴衝損身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西九文化
區管理局（管理局）昨日發聲明表示，分判
商李德屋宇設備有限公司（李德）屢次違反
分判合約，尤其是未能如期向僱員發放薪
金，認為事態嚴重，故採納M+工程項目管
理承建商金門建築有限公司及合約管理人阿
特金斯顧問有限公司的建議，即時與李德終
止小型分判合約，也會與勞工處保持緊密聯
繫，確保工人將根據相關勞工法例，獲得應
有工資。
管理局批評，李德屢次違反分判合約，無

法履行該合約條款，尤其是未能如期向僱員
發放薪金，認為事態嚴重。管理局亦於過去

3個月一直嘗試與李德協力解決問題，惟未
能採取相應解決措施，管理局唯有即時與李
德終止合約。
管理局全資附屬公司Blue Poles Limited於

去年8月按照M+主要工程合約條款，終止聘
用前承建商新昌營造廠有限公司後，與李德
訂立轉移及轉讓契約，承包M+項目中有關
水喉及封喉的工程。管理局強調，一向具備
完善的制度監察各項工程進度。
管理局指出，相關工程已接近完工，餘下

工程將由項目管理承建商及合約管理人接手
處理，確保工程按時完成，重申事件對M+
的工程進度沒有構成任何影響。

西九M+分判商涉欠薪被終止合約

宿舍位於大埔墟寶鄉街，樓高20
層，由原先的青年空間改建而

成，地下及1樓保留為青年空間；2樓
及3樓是公共區域，提供公用廚房、活
動室及洗衣房等；4樓至15樓為單人單
位，一層5戶，單位面積為187平方呎
至232平方呎，月租由4,248元至5,831
元；16樓和17樓是雙人單位，單位面
積398平方呎，月租8,670至8,711元；

最後18樓和19樓是三人共居單位，單
位有3個獨立房間及一個共享客廳，每
人月租4,606元。
負責該項目的香港青年協會副總幹

事呂慧蓮表示，宿舍內提供多項活動
和聚會，包括生涯規劃、理財規劃
等，讓入住的年輕人能夠在公共區域
與其他人建立人際關係，製造互信、
互動、共享的生活社區，同時透過活
動為自己的未來打算。希望他們除了
能夠適應獨立生活外，亦能夠實踐理
財規劃和建立人際網絡。

下月初公佈抽籤結果
申請者遞交網上申請後，將於明年1

月7日透過網站公佈抽籤結果，當中單
人單位會抽出300名首輪及100名後補
人選；雙人單位則有10名首輪及10名
候補人選。中籤者需於兩星期內上載
多項證明文件，包括身份證明、住址
證明、3個月入息證明及資產證明，並
必須出席面談審核資料和評審入住資
格，評核範圍包括申請者現時居住面
積、現時居住環境、可負擔租金水

平、居住青年是否配合宿舍理念等。

公屋戶申請者須棄戶籍
宿舍首期租約為兩年，最多可以居

住5年，5年後申請者不得再申請任何
青年宿舍。申請者亦能夠中途搬離宿
舍到其他青年宿舍入住，但居住各青
年宿舍的總年期不能超過5年。
再者，若申請者持有公屋戶籍，入

住宿舍時必須二擇其一，放棄戶籍，
否則不能入住宿舍，但仍在輪候公屋
的人則合資格申請。
青年民建聯總監及觀塘區議員顏汶

羽指，青年宿舍至今才開始接受申請
是姍姍來遲。不過，政府仍沒有就青
年宿舍有清晰的政策目標，故未能修
補現時房屋階梯的缺乏。再者，成功
申請青年宿舍的青年需要放棄公屋戶
籍，令他們陷於兩難。

青民聯倡租期延至10年
顏汶羽認為，青年宿舍政策不應由民

政事務局主導，才能夠讓房屋政策保持
一致，令階梯更為順暢。此外，他認為
宿舍應該延長租期至8年至10年，只租
不賣，令入住者能夠安居樂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曉

瑩）政府於 2011 年《施政報

告》提出、籌備約10年的全港

首幢青年宿舍已於大埔墟落

成，命名為PH2。宿舍於昨日

（16日）正式接受網上申請，

並於明年1月4日截止。青年宿

舍主要為18歲至30歲在職年輕

人解決短暫住屋問題，目的希

望透過獨立生活幫助他們發展

生活技能面對社會。宿舍提供

78戶單位，供80人居住，分別

有單人、雙人及三人共居單

位，租金由4,248元到8,711元

不等。除了提交網上申請，申

請人亦需要過五關斬六將，包

括抽籤、面試等，而且必須放

棄現有的公屋戶籍，最快明年3

月入伙。

現代人類生
活與「光」息
息相關，光纖
技術、太陽能

板均是善用光的特性與能量的例子。中
文大學物理系教授王建方致力研究以納
米金屬材料實現更有效地操控光線，他
近日獲裘槎基金會頒發「裘槎優秀科研
者獎2020」，助他開展能將光的強度增
強10萬倍的「表面等離激元納米腔」
（Plasmonic Nanocavities）項目。該技
術潛力巨大，有望提升多種光譜檢測儀
器的效能，將來甚至只需用手指隨意一
拈的衣服纖維，就可以檢測出恐怖分子
身上的危險爆炸物。
人類無法觸摸光線，卻無阻人類控制
光線的慾望。「光無處不在，我們的工
作是尋找新的方法、材料，去更好地控
制光。」王建方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
舉例說，相機、光纖，乃至醫學範疇的
光譜檢測儀器，均是利用了光與不同物
質的相互作用，來達到特定目的。他近
年研究各種納米層級大小的金屬顆粒，
以期更好地運用金屬控制光線。
現時他與團隊已掌握合成各樣金屬顆
粒的手段，能有效、大量地製造出金納
米球、圓盤、銀棒，以至直徑只有真戒
指10萬分之一的納米戒指。
王建方說，在超微小的納米尺度，當
聚合不同形狀、數量的金屬顆粒，就能
對光產生強大作用，包括聚焦、發熱

等。他解釋，「光線照下來，金屬顆粒
表面無數的電子就會顫動；過程就如用
手輕撥琵琶，弦線就會震動。該物理現
象被稱為『表面等離激元』。」若能善
用其中的能量，將大大拓展了光的用
途。

光強度可增加10萬倍
王建方發現，兩個金屬顆粒貼得愈

近，光的波長與金屬電子的電場可產生
共鳴，愈能增加光的強度；但兩個顆粒
不能接觸，否則就會失效。故他想出了
解決方式，在兩顆金屬顆粒中間加上一
層極薄的二維納米物料，例如只有一個
原子厚度的石墨烯，就能在顆粒與顆粒
間製造「最近的距離」，形成一個「表
面等離激元納米腔」。
該結構能使光的強度增加高達10萬

倍，將來可應用於食品、環境監測、醫
藥、農業等不同範疇的光譜檢測儀器，
使監測靈敏度提升到100倍以上。
由於「表面等離激元納米腔」的研發

仍處於論證階段，故明年起會運用「裘
槎優秀科研者獎」的200萬元研究經
費，開發可靠的納米腔建構方法。若技
術成熟，「未來甚至可以用於安保方
面，哪怕恐怖分子手上或衣服上只沾有
極小量的爆炸物，也能檢測出來，大大
保障了社會及人身安全。」

一秒可把窗戶透明變磨砂

由於王建方及其研究團隊已經掌握合
成金屬顆粒的竅門，他們亦已着手研究
「智能窗戶」、「太陽光驅動海水淡化」等
應用。在智能窗戶方面，只要在玻璃表
面加上「金屬—高分子複合材料」塗層，
用電改變金屬顆粒的狀態，可做到一秒
內把窗戶由透明變為磨砂，並能自動調
整透光率，控制室內溫度，為節能減排
「開一扇新窗」。
至於海水化淡，團隊正研究利用金屬

納米顆粒材料，提升將太陽能轉換成熱能
的效率；只需將覆蓋着納米材料的海水容
器置於太陽底下，就能做到快速蒸發海
水、收集淨水，過程絲毫不耗電力。
今年度裘槎基金會共向9名香港傑出

學者頒發科研獎項，包括王建方等3人
獲優秀科研者獎、4人獲前瞻科研大
獎，另兩人則獲優秀醫學科研者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學者研「納米腔」纖維可測爆炸物

■王建方將利用所得獎金，進一步研究
「表面等離激元納米腔」。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香港青年
協會位於大
埔墟的青年
宿舍PH2，
即日起接受
網上申請。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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