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民泥中摳出西漢皇后璽
成陝博鎮館寶已逾半世紀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那一年，孔忠良
還是個淘氣的少年。他沒想到，從水渠邊泥窩窩
裏摳出來的一塊「白石頭」，竟是件稀世國
寶——西漢皇后之璽。
這一幕發生在53年前。
1968年，孔忠良13歲，住在陝西省咸陽市韓家灣
村。那時的孔忠良，總心心念念着他的「寶庫」——
離家不遠的一段水渠。每天放學後，他都會來到水渠
邊，揀泡釘子和銅麻錢，這些東西可以給家裏換些零
用錢。
9月的一天，放學後，孔忠良又來到「寶庫」裏拾

寶，無意間瞥見水渠邊的一塊石頭，「白的，跟大拇
指長短差不多，方不方，圓不圓，陷在淤泥裏。」孔
忠良回憶道。他用力從污泥中摳出這塊「白石頭」，
抹掉污跡，看到上面刻了字，還蜷臥着一個動物。
這塊「白石頭」，隨後被孔忠良的父親孔祥發帶往西

安，轉交給文物部門。經專家鑒定，這是刻有四字篆書
「皇后之璽」的皇后印璽，距今已有2,000多年歷史。
2.8厘米見方，通高2厘米，重33克，皇后之璽以
新疆和田羊脂白玉雕成，玉色純淨潤澤，璽鈕為高浮
雕的螭虎形。璽台四側面呈平齊的長方形，刻有長方
形陰線框，其內雕琢出四個互相顛倒並勾連的卷雲
紋。
「這枚玉璽是證明皇后制度的最早文物，也是迄今

考古發現的兩漢時期等級最高、且是唯一的一枚帝后
玉璽。」陝西歷史博物館藏品管理部主任賀達炘說。

「撿到寶不交國家交給誰」
賀達炘告訴記者，「西漢時期沒有紙張，印章是被

用在封泥上，作為竹簡等文件的封印標記，所以相較
於後世紙張用印，它的尺寸要小一些。」
如今，皇后之璽是陝西歷史博物館的一件鎮館之

寶。2010年，博物館還給孔忠良頒發了證書。
時過境遷，當年撿到印章的少年孔忠良如今已過花

甲之年，想起半個多世紀前的捐贈往事，他樂呵呵地
笑了，「咱就是個農民，實誠是根本。撿到了寶貝不
交給國家交給誰！」

●孔忠良逾半個世紀前發
現了西漢皇后之璽。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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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州中山紀念堂東北角，有一棵超過350歲的「木
棉王」。這棵「木棉王」曾在2018年被評為「中國最
美木棉」。21日，它的枝頭已掛滿密密麻麻的紅棉花，
猶如一團團焰火，與紀念堂藍色瓦頂相得益彰，不少慕
名而來的攝影發燒友拿起攝影的「長槍大炮」，記錄下
這美好一幕。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

350 歲 木 棉 王 開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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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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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22日
（二）股東大會召開的地點：上海市崇明區綠華鎮綠港村1068號上海桃源水鄉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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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其中：A股股東人數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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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122,167

其中：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367,048,467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B股) 73,700

3、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股份數占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
（%） 34.2696

其中：A股股東持股占股份總數的比例（%） 34.2628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股占股份總數的比例（%） 0.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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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和召開程序符合《證券法》、《公司法》、《股東大會規則》和《公司章

程》的有關規定，出席現場會議人員資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資格合法有效，表決程序和表決結果合法
有效，本次股東大會形成的決議合法有效。因馬建國先生辭去公司董事長職務，本次股東大會由半數
以上董事共同推舉的董事郝赫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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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監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會秘書胡家勝出席會議；公司總經理解田、副總經理朱新剛、財務總監蔡文潔列席會議。
二、議案審議情況
（一）非累積投票議案
1.議案名稱：關於選舉非獨立董事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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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792,905 99.9303 255,562 0.0697 0 0.0000

B股 73,400 99.5929 300 0.4071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366,866,305 99.9303 255,862 0.0697 0 0.0000

2.議案名稱：關於子公司向關聯方提供反擔保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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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529,805 99.5155 518,662 0.4845 0 0.0000

B股 73,400 99.5929 300 0.4071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106,603,205 99.5155 518,962 0.4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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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選舉非獨
立董事的議案 4,795,700 94.9349 255,862 5.0651 0 0.0000

2
關於子公司向
關聯方提供反
擔保的議案

4,532,600 89.7267 518,962 10.2733 0 0.0000

（三）關於議案表決的有關情況說明
1、上述議案中對中小投資者單獨計票的議案為議案1-2。
2、上述議案2涉及關聯交易，關聯股東信達證券-興業銀行-信達興融4號集合資產管理計劃（持有

2.6億股股份，持股比例24.27%）迴避表決
三、律師見證情況
1.本次股東大會見證的律師事務所：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
律師：王博律師、尹夏霖律師
2.律師見證結論意見：
公司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和召開程序符合《證券法》、《公司法》、《股東大會規則》和《公司章

程》的有關規定，出席現場會議人員資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資格合法有效，表決程序和表決結果合法
有效，本次股東大會形成的決議合法有效。

四、備查文件目錄
1.經與會董事和記錄人簽字確認並加蓋董事會印章的股東大會決議；
2.經見證的律師事務所主任簽字並加蓋公章的法律意見書；
3.上海證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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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屆董事會第三十九次會議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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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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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三十九次會議（以下簡稱「本次會
議」）於2021年2月22日以現場與通訊表決相結合的方式召開。會議應參加表決董事7，實際參加表
決董事7。

鑒於公司董事長馬建國先生辭職，本次會議由公司半數以上董事共同推舉的公司董事郝赫先生主
持，公司監事袁權、夜文彥、李權及部分高級管理人員列席了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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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審議通過《關於選舉董事長並擔任法定代表人的議案》
同意選舉董事虞宙斯先生為公司董事長並擔任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會議審議通過之日起至第七

屆董事會任期屆滿之日止。
詳見公司同日披露的《關於變更董事長及法定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編號：2021-010）
表決結果：同意票7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二）審議通過《關於選舉第七屆董事會專門委員會委員的議案》
同意選舉董事虞宙斯先生為第七屆董事會戰略委員會委員及主席、提名委員會委員，任期自本次會

議審議通過之日起至第七屆董事會任期屆滿之日止。
調整後的戰略委員會與提名委員會名單如下：
1、戰略委員會：虞宙斯（主席）、郝赫、任一
2、提名委員會：王樂棟（主席）、黃峰、虞宙斯
表決結果：同意票7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三、備查文件
1、第七屆董事會第三十九次會議決議；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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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變更董事長及法定代表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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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於2021年2月22日召開2021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
會，審議通過了《關於選舉非獨立董事的議案》，同意選舉虞宙斯先生擔任公司第七屆董事會非獨立
董事，任期自本次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至第七屆董事會任期屆滿之日止。

同日，公司召開第七屆董事會第三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選舉董事長並擔任法定代表人的
議案》，選舉虞宙斯先生為公司董事長並擔任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會審議通過之日起至第七
屆董事會任期屆滿之日止。公司將盡快辦理相關工商登記變更手續。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附件：虞宙斯先生簡歷
虞宙斯先生，1989 年出生，中國國籍，無境外居留權，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碩士研究生。歷任信達

證券上海分公司業務總監，現任職於信達證券總部。虞宙斯先生曾獲中國金融工會上海工作委員會頒
發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金融職工建功獎」、「上海金融五一勞動獎章」等榮譽。

免費製作軟件隨時用
一些不滿足於別人設計的表情包的網絡用戶還轉向免

費表情包製作軟件，不論是自己、家人朋友，還是自家
寵物的形象，都可以成為自製表情包的來源。
馬瑞就經常抓拍自家貓、狗有趣的表情，製作成表情

包。她還喜歡和閨蜜們在微信聊天時「鬥圖」，看誰的
表情包滿足的應用場景豐富。
30歲的羅雅龍是一位在廣州工作的表情包設計師。

「一個合適的表情包可以準確傳遞出使用者的情緒，避
免誤解和尷尬。」他說。
遇到聊天對方不及時回覆自己時，馬瑞會發一個小丸

子噘嘴的表情。「如果直接說『我生氣
了』，對方可能會尷尬，而且我也不是
真的那麼生氣，表情包恰恰可以傳遞
這種微妙的情緒。」她說。
羅雅龍微博上有近2.7萬粉絲。這些

粉絲迷戀的是他創作的「小肥柴」系
列表情包。「小肥柴」是一隻虛胖的
卡通柴犬，而且是以站立姿態存在的
「人形犬」。「小肥柴」誕生至今4年
多，使用量已達到幾十億次。
羅雅龍最早注意到微信表情包是在

2015年左右，「那時微信表情包數量
很少，不能滿足使用需求。」他希望
創造出一套「好用且形象親民」的表情
包，讓使用者產生「這不就是我嗎」的
親切感，同時滿足更多聊天場景。

門檻低但難做出爆款
「表情包設計門檻很低，難點在於做

出爆款。」羅雅龍說。雖不是設計專業出

身，基於對表情包行業的認真研究，羅雅龍發
現中國網友對柴犬這一形象喜愛程度很高，於
是開始創作「小肥柴」系列表情包。
經過朋友、粉絲的建議和使用數據的反饋，

「小肥柴」形象不斷變化，到如今已有二三十個
系列數百個表情包，基本保持兩三個月出一套表
情包的頻率。
為了創作更貼合網絡用戶喜好的表情包，羅雅

龍會常去逛逛年輕人喜歡的網站、了解他們的關注
點，尋找創作靈感。「我現在更注重細節、微表情
等，因為相比於文字，精準表達情緒正是表情包所
擁有的獨特優勢。」他說。
「能發圖就絕不打字」，作為網絡交流「必備

品」的表情包還衍生出一種新的商業模式，形成了
獨特的表情包經濟。
29歲的李思源住在北京，曾在日本一家互聯網公司

工作，為企業定製專屬表情包。「表情包還有廣告功
能，如果用戶要下載使用，需要關注企業公眾號。」
她說。
李劍是銀川市非物質文化遺產推廣者。為讓更多年

輕人了解寧夏自遠古時期便存在的賀蘭山岩畫，她與
設計團隊以賀蘭山岩畫為基礎創作了一系列表情包，
推廣到微信應用平台。

網紅表情包出周邊產品
一些網紅表情包還出了大量周邊產品。比如「小

肥柴」就以商業合作的形式被印在一些知名化妝
品、飲料的包裝上，並製成T恤、抱枕。
「雖然表情包製作是個小眾領域，但也是紅海市

場，因為每天都有好多新表情包誕生。」羅雅龍
說，網友的關注點和喜好一直在變，這既給了表情
包設計師壓力，也給了他們成長的機會。

表情包表情包人人愛人人愛
可自製可變現可自製可變現

牛年春節，38歲的馬瑞用自己的頭像做了一

個動態拜年表情包（港稱貼圖），背景的鞭

炮、金幣加上頭像上的兔耳朵，喜慶又活潑。

「每年都重複一樣的祝福語，太沒意思，而用

表情包更方便、個性，也更有溫度。」她說。

馬瑞是寧夏銀川市一家學生託管中心的負責

人。她可以「聊天不用一個字，全用表情包代

替」，已經「完全無法想像沒有表情包的世界」。

●新華社

●●網紅表情包網紅表情包「「小肥柴小肥柴」」與維他檸檬茶聯名與維他檸檬茶聯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深圳市民早前在全球潮流
深圳市民早前在全球潮流IPIP展與黃色笑臉表情包

展與黃色笑臉表情包

展品互動展品互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上海交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屬機場物流中心司機展示「司機之家」微信表情包。
資料圖片

●新疆阿勒泰公安與奶茶店推出「反詐」奶

茶，其包裝上印有相配合的表情包及標語。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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