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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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理財受托方：上海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銀行」）虹口支行、上海銀行崇明支行、寧波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寧波銀行」）黃浦支行
˙本次委託理財金額：自上一進展公告日（2019年10月11日）起至本公告日（2019年12月31日）止，公司購買理財產
品金額累計為5000萬元；贖回理財產品累計取得收益130.72萬元。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購買理財產品餘額為人民幣0.00
元。
˙委託理財產品名稱：上海銀行「穩進」2號結構性存款產品、寧波銀行單位結構性存款893615產品
˙委託理財期限：不超過12個月
˙履行的審議程序：本事項經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十二次會議審議通過，無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一、本次委託理財概況
（一）委託理財目的
為提高資金使用效率，降低財務成本，經公司董事會授權，公司將在不影響正常經營的情況下，利用自有資金進行低風
險銀行短期理財產品投資，增加公司收益。
（二）資金來源
公司用於低風險短期理財產品投資的資金為公司自有資金

（三）委託理財產品的基本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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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對委託理財相關風險的內部控制
1、公司年度使用閒置自有資金進行委託理財投資的額度、投資品種及授權期限等事項均經公司董事會審議批准。公司
管理層在董事會授權範圍內行使該項投資決策權並簽署相關合同文件，由公司財務負責人負責組織實施。公司財務管理
部會同投資發展部的相關人員及時分析和跟蹤銀行理財產品投向、項目進展情況，如評估發現存在可能影響公司資金安
全的風險因素，將及時採取相應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資風險。
2、公司風險管理部負責對低風險投資理財資金使用與保管情況的審計與監督，每季末對所有銀行理財產品投資項目進
行全面檢查，並根據謹慎性原則，合理預計各項投資可能發生的收益和損失，並定期向審計委員會報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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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財務管理部必須建立台賬對短期理財產品進行管理，建立健全完整的會計賬目，做好資金使用的賬務核算及授
權額度的管理工作。
5、公司投資參與人員負有保密義務，不應將有關信息向任何第三方透露，公司投資參與人員及其他知情人員不應與公
司投資相同的理財產品，否則將承擔相應責任。
6、實行崗位分離操作：受理業務的申請人、審核人、審批人、資金管理人相互獨立，由風險管理部負責全程監督。
7、公司將依據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相關規定，在定期報告中披露報告期內低風險銀行短期理財產品投資以及相應的損益
情況。

二、本次委託理財的具體情況
  根據董事會上述決議事項，自上一進展公告日（2019年10月11日）起至本公告日（2019年12月31日）止，公司與
寧波銀行、上海銀行分別簽署購買銀行短期理財產品的相關協議。
（一）委託理財合同主要條款
1、上海銀行虹口支行、崇明支行委託理財合同主要條款

產品名稱 上海銀行「穩進」2號結構性存款產品
產品代碼 SD21902M081A
認購金額 虹口支行2000萬元；崇明支行2000萬元
產品名義投資期限 63天
產品風險評級 極低風險產品
起息日 2019年10月17日
名義到期日 2019年12月19日
客戶收益率 本結構性存款產品每日的收益與3M USD Libor（美元3個月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每日的表現值掛鉤，客戶

實際每日收益取決於3M USD Libor在觀察日的表現，即每日收益率在【1%，3.45%】區間內。
客戶每日收益率=3.45% 3M USD Libor在【0.01%，7%】區間內
客戶每日收益率=1% 3M USD Libor＞7%或＜0.01%

2、寧波銀行黃浦支行委託理財合同主要條款

產品名稱 單位結構性存款893615產品
認購金額 1000萬元
投資期限 30天
起息日 2019年11月12日
到期日 2019年12月12日
產品類型 保本浮動型
預計年化收益率 3.30%

（二）委託理財的資金投向
  本次購買的理財產品資金投向如下：
1、上海銀行：投資於銀行間或交易所流通的投資級以上的固定收益工具、貨幣市場工具、存款等，包括但不限於債
券、回購、拆借、存款、現金、同業借款、保險債權投資計劃等的結構性存款。其中各類資產投資額占總資產的比例如
下：債券、回購、拆借、存款、借款、現金、資產管理計劃（包括但不限於券商、保險、基金等）、保險債權投資計劃
等投資品的比例為30％（含）－100％，資產支持證券等其它各類資產比例不超過90%（不含）。
    2、寧波銀行：掛鉤利率、匯率、股票指數、商品價格等金融市場指標的結構性存款。
（三）風險控制分析
  公司本次委託理財投資履行了相關內部審批程序，購買的理財產品為銀行結構性存款，用於委託理財的資金本金安
全，風險可控，符合公司董事會決議授權，並符合公司內部資金管理要求。

三、委託理財受托方的情況
  本次購買的理財產品受托方為上海銀行及寧波銀行，均為已上市金融機構（上海銀行股票代碼：601229；寧波銀
行股票代碼：0021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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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對公司的影響
（一）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財務指標

單位：萬元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資產總額 73792.35 73520.59
負債總額 25975.25 26479.58
資產淨額 47817.10 47041.01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431.86 702.54

  註：2019年9月30日數據未經審計。
  自上一進展公告日（2019年10月11日）起至本公告日（2019年12月31日）止，公司購買理財產品金額累計為5000
萬元。
  截止2019年9月30日，公司貨幣資金為85,475,078.89元，本次委託理財資金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貨幣資金的比例
為：58.50%，佔公司最近一期期末淨資產的比例為：10.46%。
  公司不存在負有大額負債的同時購買大額理財產品的情形。
（二）委託理財對公司的影響
  公司運用自有資金進行委託理財業務，是在保證公司日常經營和資金安全的前提下實施，不會影響公司正常資金周
轉需求，不會對公司主營業務的正常開展造成影響。公司通過階段性投資安全性、流動性較高的低風險銀行理財，有利
於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增加資金收益，不存在損害公司和股東利益的情形。
（三）會計處理方式
  根據新金融準則要求，公司將本次購買的理財產品計入資產負債表「其他流動資產」列示；利息收益計入利潤表
「投資收益」列示（最終以會計師事務所確認的會計處理為準。）  
    
五、風險提示
  公司本次購買的銀行理財產品均為銀行結構性存款，屬於保本浮動收益的低風險產品。但金融市場受宏觀經濟影響
較大，不排除該項投資受到市場風險、政策風險、流動性風險、不可抗力風險等風險因素影響，從而影響預期收益。

六、決策程序的履行及相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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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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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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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個月使用自有資金委託理財的情況

序號 理財產品類型 實際投入金額
（萬元）

實際收回本金
（萬元）

實際收益
（萬元）

尚未收回
本金金額
（萬元）

1 光大銀行結構性存款 3100.00 3100.00 62.00 0.00
2 交通銀行結構性存款 2900.00 2900.00 44.28 0.00
3 上海銀行貨幣及債券理財產品 3000.00 3000.00 29.59 0.00
4 寧波銀行結構性存款 1000.00 1000.00 10.00 0.00

5 民生銀行結構性存款 3000.00 3000.00 63.97 0.00
6 寧波銀行結構性存款 2000.00 2000.00 19.99 0.00
7 寧波銀行結構性存款 3000.00 3000.00 55.33 0.00
8 上海銀行貨幣及債券理財產品 3000.00 3000.00 26.55 0.00
9 光大銀行結構性存款 2100.00 2100.00 19.95 0.00

10 交通銀行結構性存款 2900.00 2900.00 17.77 0.00
11 民生銀行結構性存款 3000.00 3000.00 27.60 0.00
12 上海銀行貨幣及債券理財產品 1000.00 1000.00 8.73 0.00
13 上海銀行結構性存款 1000.00 1000.00 9.22 0.00
14 上海銀行結構性存款 2000.00 2000.00 18.45 0.00
15 交通銀行結構性存款 2900.00 2900.00 25.67 0.00
16 光大銀行結構性存款 2100.00 2100.00 12.60 0.00
17 光大銀行結構性存款 2000.00 2000.00 12.00 0.00
18 寧波銀行結構性存款 1000.00 1000.00 3.17 0.00
19 民生銀行結構性存款 3000.00 3000.00 23.08 0.00
20 上海銀行結構性存款 2000.00 2000.00 11.91 0.00
21 上海銀行結構性存款 2000.00 2000.00 11.91 0.00
22 寧波銀行結構性存款 1000.00 1000.00 2.71 0.00

合計 49000.00 49000.00 516.48 0.00
最近12個月內單日最高投入金額（萬元） 15000.00
最近12個月內單日最高投入金額/最近一年淨資產（%）　 32.61%
最近12個月委託理財累計收益/最近一年淨利潤（%）　 48.06%
目前已使用的理財額度（元） 0.00
尚未使用的理財額度　（萬元） 15000.00
總理財額度（萬元） 15000.00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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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掛牌轉讓所持上海碩風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10%股權的進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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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於2018年12月19日召開第九屆董事會2018年第一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關於擬掛牌轉讓上海碩風國際旅行社
有限公司10%股權的議案》，同意公司以評估價格為依據通過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公開掛牌轉讓所持上海碩風國際旅行
社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碩風旅行社」）10%股權。本次交易以人民幣200萬元作為掛牌價格，較評估值溢價5.82%。
（詳見公司於2018年12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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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風旅行社10%股權自2018年12月29日在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掛牌。掛牌公告約定，信息發佈期滿後，如未徵集
到意向受讓方，不變更掛牌條件，按照20個工作日為一個週期延長信息發佈，直至徵集到意向受讓方。
  今日，公司接函告：
  根據《企業國有資產交易監督管理辦法》第十九條：轉讓項目自首次正式披露信息之日起超過12個月未徵集到合
格受讓方的，應當重新履行審計、資產評估以及信息披露等產權轉讓工作程序。上海碩風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10%股權
（項目編號：G32018SH1000580）至2019年12月27日掛牌12個月到期，未徵集到意向受讓方，因此，本項目終結。
由此，碩風旅行社10%股權掛牌事項自行終止，如後續另有安排，公司將另行履行決策程序及信息披露義務。敬請廣大
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台青登陸六年 尋根變扎根
從求學者到求職者再到創業者及交流使者 高崇軒感慨大陸發展空間大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12月30日召
開記者會分析毒品情勢。據指出，
全台吸毒人數今年可望再降至5.3
萬人，但少數民族染毒人數近年來
有所上升，2013年有473人吸毒，
2018年已增至1,300多人，檢方認
為應予更好的保護措施。
據統計，台灣緝獲毒品以第三級
毒品K他命居多數，預估今年各級
毒品查緝量（純質淨重）將達
7,557公斤，以製造、販賣、運輸
來看，安非他命最多。預測今年度
毒品製造運輸件數新收人數為
8,249人，但截至11月，已超過預
測值，不過毒品施用人數可望降為
5.3萬人。台灣毒品施用人數多年
維持在6萬人左右。

流行新興混合式毒品
此外，新興混合式毒品正流行，

常以咖啡、奶茶包等形式包裝，近
期更發現3例摻入最毒的第一級毒
品古柯鹼成分。混合式毒品可能同
時含有興奮和抑制劑成分，藥性衝
突造成猝死的可能性大增。依據法
醫所統計，2016年至2018年間新
興毒品死亡案例210件，其中在
2017年第1季達到最高峰41件，
今年1月到10月僅46件。
高檢署檢察官王捷拓表示，台灣

不是毒品的製造地，而是受害地
區，毒品會轉進台灣，主要原因是
有利可圖。最近幾個月毒販開發從
馬來西亞直接用貨櫃運毒到台灣的
新路線，今年10月30日至12月3
日，海關就攔了5宗、共750公斤
的各級毒品。
台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林柏宏則

說，偏鄉少數民族販賣及吸毒人數
均上升，2013年有37名少數民族
因販毒遭起訴，但2017年則有138
人；施用人數部分2013年有473
人，去年有1,300多人。分析指或
因為少數民族到外縣市工作後，出
現染毒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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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出生於台中的高崇
軒，祖籍江西，從小

很少接觸到大陸的訊息。
「根在大陸，我卻對大陸一無所知，

這聽起來就很荒謬。」他說，也正因如
此，從台中逢甲大學畢業後，高崇軒放
棄了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就讀碩士的機
會，轉而選擇北京清華大學。
「剛到北京，父親就打電話囑咐我，到
各地走走，尤其要回老家看看。」高崇軒
回憶，2013年，他生平第一次回到老家江
西瑞金。在與叔公一家人同吃同住的數日
裡，他感到「既陌生又親切」。

陸設計院有更大施展空間
高崇軒在北京所學專業是建築設計。
他說，近年來大陸各地發展日新月異，
對建築人才需求明顯攀升。自己逐漸意
識到，留下來發展是個不錯選擇。
高崇軒在家中排行老么，哥哥姐姐都已
在台灣工作。雖然家人都很希望能夠早日
團聚，但對他的決定還是表示支持。
「碩士畢業後，我在北京一家大型規
劃設計研究院工作，剛開始有些不太適
應。」他說，在建築設計行業，台灣更
多是建築事務所。而在大陸，一個大型
設計院的規模相當於台灣幾十個事務

所，牽扯到很多層面，因此需要考慮的
內容更多。
「但這也給了我更大的施展空間，在

校所學的東西，有了更宏觀的運用平
台。」他介紹，幾年來，已參與山東省
臨沂市戰略規劃、山東省臨沂市半程鎮
總體規劃、廣州市城市總體規劃、廣州
市白雲區城市設計等多個重大項目。
「這些項目動輒幾百公頃，許多建築設
計師工作數十年也未必能參與其中一
個，這也堅定了我留下來的決心。」

結識有相同初衷台灣朋友
在大陸的幾年裡，高崇軒結識了許多

和他一樣，從台灣到大陸發展的朋友。
歸結原因，他總結為「有相同的初衷和
理念」。
「兩岸關係好，台灣同胞才會好。然

而兩岸青年的交流現狀卻還存在很多問
題。尤其是台灣近代史教育的缺失，導
致一些台灣青年對大陸很陌生。」他感
慨，若不是當初選擇來到大陸，可能自
己也會對大陸存有偏見，因此「台青太
需要到大陸走一走，看一看」。

成立「中華青年發展聯合會」
2016年，高崇軒與16位台灣青年發

起成立「中華青年發展聯合會」，通過
舉辦參訪、實習、培訓、聯誼等活動，
推動兩岸青年交流。
「這讓我又多了一重『兩岸交流使

者』的身份。」高崇軒稱，會為台青來
大陸生活、求學、就業、創業等方面提
供幫助，也會邀請專家學者、企業家等
講解大陸的政策措施，鼓勵他們在大陸
發展。
他表示，大陸正在推動鄉村振興，且近
期出台了《關於進一步促進兩岸經濟文化
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而自己在設計院

曾從事村鎮體系規劃設計工作，這讓他看
到創業契機。不久前剛辭掉設計院的工作，
他正打算結合專業，在更寬廣的平台上施
展手腳。
高崇軒目前住一套兩居室公租房，每

天早晨6點起床，晨讀，遛狗，鍛煉，
之後開始忙創業的事情。
採訪的最後，高崇軒向記者透露，明

年將與黑龍江大慶的女朋友結婚。「我
們幾乎是最南與最北的結合，性格互
補，對我而言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他笑稱。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毫無疑問，大陸發展空間更

大，我希望能在這裡扎根發展。」台灣青年高崇軒近日在北京接

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從台灣到大陸6年多來，他完成了從求學者到

求職者、再到創業者及兩岸交流使者的身份轉變，也從尋根變為

扎根。

■2017年1月25日，高崇軒（後排右三）與同事提前共慶春節。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天津報道）
時值天津市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成立25
周年，日前，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

公室和天津市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共同主
辦的「在津台胞迎新年慶新春暨慶祝天津市
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成立25周年聯誼會」
在津舉行，天津市委常委、市委統戰部部長
冀國強應邀出席並講話，全國台灣同胞投資
企業聯誼會會長李政宏來津參加，在津
台胞、台商、台青、台生300餘人歡聚一堂、
共慶佳節。
冀國強在講話中，首先祝賀天津台企

協會成立25周年，充分肯定了台企協會
在宣傳政策、凝聚台商、服務台企、做
好橋樑方面發揮的積極作用，同時希望
台企協會繼續提高服務能力和成效，服
務在津台企實現高質量發展，為促進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促進津台經濟融合發
展作出更大貢獻。
冀國強表示，祖國大陸幅員遼闊，市

場空間大，政治穩定，政府高效，這些
都是台商發展的良好機遇。天津認真貫
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
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重要講話精
神，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深入落
實各項惠台政策措施，特別是廣泛宣傳
最新出台的《關於進一步促進兩岸經濟
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積極研究
這些措施的落地舉措，並將盡快出台，
為台胞來津就學就業發展生活提供更加
便利營商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
「觀光局」昨日公佈統計，11月來台旅客
數量僅為99萬餘人次，已連續第三個月單

月觀光客未破百萬人次，其中9月較去年
同期衰退5.04%，10月衰退2.15%，11月
衰退2.81%。
統計顯示，今年11月各客源市場衰退最
多的是中國大陸，來客數不足9.7萬人
次，較去年同期衰退53.38%，11月，來台
旅客總數同比減少2.8%。台灣觀光發展協
會副理事長柯牧洲分析，在業界努力下，
讓韓國、泰國、菲律賓、俄羅斯、日本旅
客均呈現正增長，稍稍彌補陸客大降的窘
境。
另外，今年1月至11月來台旅客數為1,072
萬人次，較去年同期成長7.8%。官員認為，
明年來台旅客可望達到1,200萬人次。

天津台企協會慶25周年 台連三月觀光客不足百萬人次

■天津台胞舉行迎新年慶新春聯誼活
動。 受訪者供圖

■統計顯示，今年11月各客源市場衰退最
多的是中國大陸。圖為阿里山森林區受鎮
宮內遊客清冷。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