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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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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鄒寧因公務原因未能出席本次會議，經公司半數以上董事推舉，會議

由董事、總經理劉傑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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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董事長鄒寧、獨立董事劉戰堯因公務原因未能出席會議；
2、公司在任監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會秘書出席了會議；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列席了會議。
一、議案審議情況
（一）非累積投票議案
1、議案名稱：關於修訂《公司章程》及章程附件部分條款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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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60,253 99.8492 78,760 0.1508 0 0.0000

B股 5,000,200 99.9720 1,400 0.0280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57,160,453 99.8600 80,160 0.1400 0 0.0000

2、議案名稱：關於公開掛牌轉讓上海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司100%股權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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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07,953 99.9405 31,060 0.0595 0 0.0000

B股 5,001,6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57,209,553 99.9457 31,060 0.0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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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修訂《公司章程》
及章程附件部分條款的
議案

5,001,510 98.4226 80,160 1.5774 0 0.0000

2
關於公開掛牌轉讓上海
一毛條紡織重慶有限公
司100%股權的議案

5,050,610 99.3888 31,060 0.6112 0 0.0000

（三）關於議案表決的有關情況說明
本次股東大會審議的議案中，議案1為特別決議事項，同意比例為99.8600%，獲得出席會議股東及股東代

表所持有效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2/3 以上，表決通過。

三、律師見證情況
1、本次股東大會見證的律師事務所：北京華泰（上海）律師事務所 
律師：許競偉、章欣
2、律師見證結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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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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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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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5日
（二）股東大會召開的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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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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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其中：A股股東人數 9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人數（B股） 3

2、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57,240,613

     其中：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52,239,013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B股) 5,001,600

3、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股份數佔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 28.4791

     其中：A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25.9907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2.488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張可頤昨日出席保險公司宣傳活動，
她有份主演的新劇《暖男爸爸》即將播出，大讚劇中的小演員很
有天分，對方認真演戲時的眼神比梁朝偉更厲害。

張可頤感恩新劇在疫情下能順利完成拍攝，也領悟到在
疫情下有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從身邊朋友的經
歷，讓她這種單身女性體會到保險的重要性。笑問
可頤是否找一個伴侶比保險更重要，她說：「這
些墊底吧，伴侶不包天長地久，保險就可
以，覺得愛情很脆弱。」至於身邊是否不
乏追求者，可頤說：「身邊好朋友就比
較多，男女都有，我覺得友誼比愛
情更加堅固和信賴，滿意現在的
狀態。」笑指她連女性都吸
引到時，可頤大反應道：
「吓！可能偷偷地喜
歡，我都不知道，
這些事（緣分）
要來就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楊張新悅昨日
以「星級有機媽咪」身份出席一個有機商品
的頒獎禮，她表示已是第四屆來支持，也幫
手拍了幾條廣告短片作宣傳，因為香港現有
機種植漸普及，她所知有出產有機薑、咖啡
豆和無花果。問她有否想過賣有機產品的生
意？她笑言自己現要專心照顧4個女兒，尤
其細女才兩歲，所以暫時也只能協助推動和
支持，或待數年後幾個女兒長大了才去考
慮。
楊張新悅表示於疫情之下要照顧4個女兒

着實不容易：「之前要在家中上堂，我屋企
又沒4間房，要將3個女各自分隔開，又要阻
止細女去打擾上堂，加上我又環保不給開着

冷氣，所
以小朋友都
會覺得辛苦，現
復課可以見到同學
仔，都好開心，也在疫
情中學到珍惜與同學之間
的相處，這也是小朋友的得
着！」至於疫情期間，她自己除
了比較勞心教導小朋友，更要每日
去買餸煮飯，煮足三四餐，的確相當辛
苦。問老公有否幫忙？她苦笑謂：「老公
就每朝早都出門返工時說句『辛苦你喇』，
所以現小朋友正常上學，我真有甩難的感
覺，成個人舒服晒！」

覺得伴侶難保天長地久

張可頤：愛情很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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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可頤張可頤

■楊張新悅現
專心照顧 4 個女
兒。

羅仲謙、Kelly、張秀文、韋家雄
及徐榮等，昨日到將軍澳電視

城出席劇集《木棘証人》「証人保護計
劃」活動，眾演員以劇中造型亮相。羅仲
謙表示相隔4年再拍無綫劇，自覺變化不
大，但無綫卻多了不少生力軍：「好似
Kelly力捧緊，自己都幾好彩，好多時都
同生力軍合作，有啲合作過就攞獎，（你
老婆楊怡？）佢係前輩喎。」Kelly大讚
羅仲謙是好前輩及好好的男主角，很照顧
大家，合作得很開心。羅仲謙在劇中飾演
便衣沙展，更先後與飾演拜金女的張秀文
及大律師的Kelly有感情線，Kelly透露劇
中會有又打又鬧羅仲謙的戲份外，兩人更
會有多場咀戲，她笑說：「呢套戲應該係
我最多錫戲嘅一部，唔知點解。」問到羅

仲謙會否讓太太楊怡睇他與張曦雯的親熱
戲？他笑說：「有得唔畀？佢仲經驗豐富
過我。」

想讓觀眾看到有進步
Kelly表示即將開拍《白色強人II》，稍

後另一齣劇《踩過界II》亦會緊接《木》
劇播出。問到是否想爭視后？她謙虛說：
「冇，一定唔會（羅仲謙旺女主角？）咁
攞多次『飛躍』啦，呢套劇係我去年喺美
國讀完演技課程之後拍的，希望大家睇到
我有進步啦。」羅仲謙被問到有指他拍無
綫劇是為了爭視帝，他自言只是陪襯，之
前曾有幾年被提名「飛躍進步男藝員」，
但就從未得過獎。問到今年可有信心得
獎？他笑說：「希望套劇口碑好，大家睇

得開心就得，個人獎項反而睇得唔重，我
將自己啲運氣畀埋Kelly，（睇好Kelly得
視后？）如果公司真係畀，係一個鼓勵，
推動做得更好，Kelly將播出的兩套劇都
有唔同性格，可塑性好高。」
另張秀文透露近日與崔健邦（Amigo）
合作主持清談節目《諸朋好友》，Amigo
會邀請他的圈中好友上節目，而她的角色
就負責做「醜人」，問嘉賓一些難以啟齒
的問題，首集嘉賓是姜皓文。問到她可有
問對方的黑歷史？秀文說：「每一個人都
有拚搏、高低潮嘅時候，點樣去過呢？
（驚唔驚得罪人？）其實我成日都得罪人
㗎啦，不過我會笑返多啲，人哋又會原諒
我，大家都會明白，同埋錄影前後我都會
同嘉賓打個招呼先。」

香 港 文

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羅仲謙相

隔 4 年 再 為 無 綫 拍

劇，盛傳他是為了爭視

帝，昨日他出席劇集宣傳活

動時，就否認想爭獎，又

笑言自己只是陪襯，反

而睇好拍檔張曦雯

（Kelly） 會 得

獎。

否認重返無綫是為爭視帝

羅仲謙
分 給 張 曦 雯
願將旺氣

■■張秀文示範張秀文示範「「港港
女自拍十式女自拍十式」。」。

■眾演員
以劇中造
型亮相。

■■羅仲謙相隔羅仲謙相隔 44
年再拍無綫劇年再拍無綫劇，，
自覺變化不大自覺變化不大，，
但無綫卻多了不但無綫卻多了不
少生力軍少生力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MIRROR成員陳卓賢
（Ian）昨日出席慈善口罩簽名義賣活動，並進行支票捐
贈儀式，連同早前同隊隊友Anson所籌得的善款，合共十
萬元港幣全數捐贈東華三院，lan即場為已登記購買口罩
的善長粉絲進行簽名。活動上吸引近百粉絲到場支持，有
的身穿校服，場面熱鬧。
現正為新劇《無限斜棟有限公司》開工的lan剛完成通

宵拍攝，他透露：「由昨（前）午2時拍到今（昨）朝11
時，創下我拍劇連踩時間紀錄，第一次看到通告寫35收
工，好似一日有50小時，不過我愈不夠瞓會愈精神。」
劇中lan會獻出熒幕初吻給盧慧敏（Amy），他謂：「這

場戲已拍了，最初都頗尷尬，但拍了6、7takes後便放鬆
心情，因為要拍攝不同角度，最終也拍了十幾takes，導
演明益我，這場戲要我霸道地去咀對方，都有點激，
事前大家都有食香口膠同漱口，我食飯時也不敢
吃濃味食物，免得留下不好印象，（享受過
程？）都是工作，最初有點驚，因我讀男
校，很少異性朋友，性格較怕醜。」另談
到他演出的ViuTV《男排女將》將對撼無綫重
頭劇《使徒行者3》，Ian不敢與前輩比較，反而
期待觀眾對他第一次拍劇在演技上的評價，以及再帶
起排球熱潮。

Ian@MIRROR 拍咀戲NG十幾次

■Ian為善長粉絲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