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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增七本土病例 六源頭不明
台北等地防疫升級 台大停辦室內100人以上集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當局「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日表示，新增7

名本土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其中1例為華航諾富特飯店群聚感染病例，6例感染源不

明，「已進入社區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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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寧波銀行」）黃浦支行；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光大銀行」）昌裡支行。 
●本次委託理財金額：自上一進展公告日（2021年1月7日）起至本公告日（2021年5月12日）止，公司購買理財產

品金額累計為7000萬元；贖回理財產品金額累計0萬元。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尚未使用的理財產品額度為0萬元。
●委託理財產品名稱：寧波銀行單位結構性存款210042；光大銀行2021年掛鉤匯率對公結構性存款定制第五期產

品115。
●委託理財期限：不超過12個月
●履行的審議程序：本事項經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第七次會議審議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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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托方
名稱 產品類型 產品名稱 金額

（萬元） 產品期限 收益
類型

結構化
安排

預計年化
收益率

預計收益金額
（萬元）

是否構成
關聯交易

寧波銀行
黃浦支行

銀行理財
產品

單 位 結 構 性 存
款210042 2000

2021年1月
11日至2021
年10月8日

保本浮動
型 / 3.20%或1% 47.34或14.79 否

光大銀行
昌裡支行

銀行理財
產品

光大銀行2021
年 掛 鉤 匯 率 對
公 結 構 性 存 款
定 制 第 五 期 產
品115

5000
2021年5月

11日至2021
年8月11日

保本浮動
收益 / 1.00%/3.20%

/3.30%
12.50/40.00

/41.25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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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7日）起至本公告日（2021年5月12日）止，公司與寧波

銀行、光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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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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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42
認購金額 2000萬元
產品類型 保本浮動型
期限 270天
起息日 2021年1月11日
到期日 2021年10月8日
收益兌付日 2021年10月13日
預期年化收益率 3.20%或1%

本金及結構性存款產品
收益計算

①本結構性存款產品到期日，由寧波銀行承諾全額返還結構性存款本金。
②本結構性存款產品收益兌付日，由寧波銀行承諾根據預設條件支付結構性存款收益。
③當發生政策風險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時，收益保證條款不適用。
④收益獲得條件：
（1）本結構性存款浮動利率根據外匯市場發佈並由彭博公佈的歐元兌美元即期價格確定。如屆時約定的參
照頁面不能給出本產品說明書所需的價格水平，銀行將本著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則，選擇市場認可的合
理價格水平計算。
（2）期初價格：北京時間起息日10時彭博頁面「EUR CURNCY BFIX」公佈的歐元對美元即期價格。如果
屆時約定的參照頁面不能給出本產品所需的價格水平，寧波銀行本著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則，選擇市場
認可的合理價格水平進行計算。
（3）觀察期間：北京時間起息日10時至到期日14時整個時間段。
（4）觀察價格：觀察期間內彭博頁面「EUR CURNCY QR」公佈的歐元兌美元實時即期價格，如果屆時
約定的參照頁面不能給出本產品所需的價格水平，寧波銀行本著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則，選擇市場認可
的合理價格水平進行計算。 
（5）如觀察期間，如果觀察價格曾觸碰或突破（期初價格-0.031，期初價格+0.031）的區間，該產品的
收益率為（高收益）3.2%（年利率）；如果觀察價格始終位於（期初價格-0.031，期初價格+0.031）的區
間，則該產品的收益率為（保底收益）1%（年利率）。 
（6）上述匯率價格均取小數點後前4位。 
⑤結構性存款收益計算公式：
結構性存款收益=本金×預期年化收益率×實際天數÷365天
⑥結構性存款收益示例：如投資者期初投資金額2000萬元，到期時按以下公式計算產品收益（假設計息周
期270天）：
產品收益=2000萬×3.20%×270÷365=473424.66元
上述數據均為模擬數據，測算收益不等於實際收益，投資須謹慎。

2、光大銀行昌裡支行委託理財合同主要條款

產品名稱 2021年掛鉤匯率對公結構性存款定制第五期產品115
產品代碼 2021101045095
認購金額 5000萬元
產品類型 保本浮動收益
產品成立日 2021年5月11日
產品到期日 2021年8月11日
產品預期收益率（年） 1.000%/3.200%/3.300%
產品掛鉤標的 Bloomberg於東京時間11:00公佈的BFIX EURUSD即期匯率

觀察水平及收益率確定方式
若觀察日匯率小於等於N-0.0735，產品收益率按1.000%執行；若觀察日匯率大於N-0.0735，小
於N+0.06，收益率按3.20%執行；若觀察日匯率大於等於N+0.06，收益率按3.300%執行；N為起
息日後T+1日掛鉤標的匯率。

產品觀察期 2021年8月6日
產品收益計算方式 計息方式30/360；每個月30天，每年360天，以單利計算實際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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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銀行：通過與利率、匯率、指數等的波動掛鉤或者與某實體的信用情況掛鉤的結構性存款。
2、光大銀行：掛鉤標的包括外匯衍生品、利率衍生品、貴金屬指數等的結構性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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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銀行（股票代碼：002142）和光大銀行（股票代碼：601818），均為已上市金

融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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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資產總額 72786.87 68656.61
負債總額 29819.40 26013.75
所有者權益 42967.46 42642.86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 42993.65 42669.05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959.95 1935.16

註：2021年3月31日數據未經審計。
自上一進展公告日（2021年1月7日）起至本公告日（2021年5月12日）止，公司購買理財產品金額累計為7000萬

元。

截止2021年3月31日，公司貨幣資金為164,501,240.76元，本次委託理財資金佔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貨幣資金的比例
為：42.55%，佔公司最近一期期末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的比例為：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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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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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資產」列示；收益計入利潤表「投

資收益」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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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9日召開第十屆董事會第七次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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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萬元的自有資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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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授權自董事會審議通過本議案之日起至下一年度年報董
事會召開前一日止。

公司獨立董事在第十屆董事會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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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結合自有資金現狀，擬使用不超過人民幣20000萬元的額度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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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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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銀行楊浦支行結構性存款 3000.00 3000.00 49.71 0.00 

2 光大銀行昌裡支行結構性存款 4000.00 4000.00 33.50 0.00 

3 上海銀行崇明支行結構性存款 2000.00 2000.00 17.18 0.00 

4 上海銀行虹口支行結構性存款 2000.00 2000.00 17.18 0.00 

5 寧波銀行黃浦支行結構性存款 1000.00 1000.00 13.09 0.00 

6 光大銀行昌裡支行結構性存款 4000.00 4000.00 29.00 0.00 

7 上海銀行虹口支行結構性存款 2000.00 2000.00 9.17 0.00 

8 上海銀行崇明支行結構性存款 2000.00 2000.00 9.17 0.00 

9 交通銀行楊浦支行結構性存款 3000.00 3000.00 7.48 0.00 

10 民生銀行市南支行結構性存款 3000.00 　 　 3000.00 

11 上海銀行虹口支行結構性存款 4000.00 　 　 4000.00 

12 上海銀行崇明支行結構性存款 4000.00 　 　 4000.00 

13 交通銀行楊浦支行結構性存款 2000.00 　 　 2000.00 

14 寧波銀行黃埔支行結構性存款 2000.00 2000.00

15 光大銀行昌裡支行結構性存款 5000.00 5000.00

合計 43000.00 23000.00 185.48 20000.00

最近12個月內單日最高投入金額（萬元） 20000.00

最近12個月內單日最高投入金額/最近一年淨資產（%）　 46.87%

最近12個月委託理財累計收益/最近一年淨利潤（%）　 5.24%

目前已使用的理財額度（萬元） 20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財額度（萬元） 0.00

總理財額度（萬元） 20000.00

註：尚未收回本金20000萬元為尚未到期的理財產品。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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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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環球時報及台灣媒
體報道，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11日主持外
交部例行記者會。有記者提問說，世衞大
會報名昨天已經截止，台灣方面表示沒有
獲得邀請，台灣方面稱是大陸「打壓」造
成的結果。台灣的外事部門在回應大陸方
面關於說妥善安排台灣參與世衞的立場
時，稱這是「謊言」，還稱大陸方面錯誤
引用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和世衞組織的
有關規定。請問外交部有何回應？
華春瑩表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

灣地區參與國際組織，包括世衞組織活

動，必須按照一個中國原則處理，這也是
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和世衞大會有關
決議確認的根本的原則。2016年台灣民進
黨執政以來頑固堅持「台獨」立場，拒不
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導致中國台灣地
區參加世衞大會的政治基礎不復存在。台
灣地區無法參加世衞大會的局面是民進黨
當局造成的，民進黨當局對此心知肚明。
台灣同胞是我們的骨肉同胞，中國中央政
府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台灣同胞的健
康福祉。
華春瑩表示，民進黨當局炒作所謂參加

世衞大會問題，真實的目的是「以疫謀
獨」。我們對此堅決反對，事實已經反覆
證明，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社會大勢所
趨，民心所向，民進黨當局的圖謀絕不會
得逞。我們奉勸民進黨當局停止借疫情搞
政治操弄，不要再自取其辱。
華春瑩表示，至於說到第2758號決議被

錯誤引用的問題，怎麼會錯呢？聯大第
2758號決議明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
表。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
一部分，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當然包括

了台灣。

學者：兩岸關係好轉是必要條件
這也是自2017年以來連續第5年未邀

請台灣。此前，隨着世衞大會會期漸
近，民進黨當局頻繁炒作「台灣參與世
衞大會」議題。台灣衞生福利主管部門
負責人陳時中甚至聲稱，台灣今年收到
世衞大會邀請函的可能性「比以往都
大」，他對此「高度期待」。與此同
時，七國集團外長會以及美國國務卿布
林肯先後發聲支持台灣參加世衞大會，

也讓民進黨當局興奮不已。
然而，事實不如民進黨當局想的那樣樂

觀。有台媒分析，大陸強烈反對，強調必
須按照一個中國原則來處理，台灣幾乎不
可能再次參與世衞大會。高雄中山大學政
治所教授廖達琪表示，大陸反對與民進黨
當局的態度有關。馬英九執政時期承認
「九二共識」，所以台灣能以觀察員身份
參與世衞大會；民進黨當局不接受「九二
共識」，大陸自然不願意鬆口。
孫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直言，兩岸關

係好轉是台灣參與世衞大會的必要條
件，若兩岸關係僵化，台灣參與國際事
務的機會就相對縮小，變成西方打擊大
陸的一張牌而已。

綜合中央社、聯合新聞網、中時新聞網等台媒
報道，指揮中心宣布，自5月11日起至6月8

日，提升疫情警戒至第二級「出現感染源不明之本
地病例」，停止開放醫院探病，並對於個人及外
出、集會活動、營業場域、大眾運輸實施相關限制
措施。台北市、新北市、宜蘭縣等縣市也紛紛宣布
防疫升級。

大學授課安排受較大影響
其中，大學授課安排受到較大影響。台灣大學表
示，因應指揮中心提升疫情警戒標準，即日起各館
舍進出須有人員值班及量測體溫，並以台大計算機
及資訊網絡中心開發的刷卡管制系統進行實名制登
錄，無法使用刷卡系統者，應以紙本進行實名制登
錄。
台大校方指出，即日起也停辦室內100人以上或

室外500人以上的集會活動，除了上課與校隊訓練
外，綜合體育館、體育館（舊館）及戶外游泳池暫
停開放；自5月12日起，修課達100人以上課程須
改為線上教學，修課人數未達100人，但無法維持
室內1.5公尺社交距離者建議改為線上教學，進行
實體課程者，務必全程全員佩戴口罩。

畢業典禮改為小規模辦理
台大畢業典禮預訂6月5日舉行，台大校方提
到，畢業典禮的規模與方式還在研議中，學校會遵

循疫情指揮中心相關規範，朝規模與人數減少的方
向進行，待正式決定後再對外公布。
文化大學教務長方元沂指出，畢業典禮將改為小

規模辦理，並控制室內100人以內，同時搭配遠距
視訊等方式，讓無法到場的學生和家長參與；針對
100人以上的大規模課程，也會改採遠距教學。
關於華航諾富特飯店群聚感染，指揮中心10日

公布相關防疫措施，包括華航前艙機組人員全數召
回檢疫、曾派飛長途航班或有接觸風險組機組員的
後艙機組人員全數檢疫14天、相關人員進入社區
須檢疫14天等。
華航諾富特飯店群聚感染已持續數日，台灣輿論

質疑當局防疫存在漏洞。中時新聞網10日登載媒
體人彭蕙仙的文章指出，社會曾建議延長華航機組
人員的檢疫隔離期，但指揮中心負責人卻以「隔離
期延長到14天華航會倒」的理由反對。當局固執
地不肯改變防疫措施，如今看來是「賠了夫人又折
兵」，華航沒佔到多少便宜，更暴露出很大的防疫
漏洞。
《聯合報》11日發表社論指出，華航諾富特飯店

群聚感染並非偶發事件，它反映當局在防疫指揮過
程中的色厲內荏，也暴露整個行政體系協調分工的
鬆散失靈。
另據公布，台灣新增4例新冠肺炎境外輸入病
例，均自印度入境。截至目前，全台新冠肺炎累計
確診1,210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評社報道，華航機師染疫衍生諾
富特飯店群聚感染事件，台灣疫情升溫，11日行政機構
負責人蘇貞昌證實，台灣疫情有新狀況，呼籲民眾該收
心了。對此，各界將矛頭指向因為縮短機組人員居家檢
疫天數，由5天改為3天。而有網友翻出證據，直指罪
魁禍首是民進黨不分區「民代」范雲，並質疑是不是該
來罷免或施壓民進黨叫她滾蛋？
《鏡週刊》日前報道，民進黨「民代」范雲4月1日曾召
開協調會，討論機組人員檢疫措施，由「5＋9」（居家檢疫
5天採檢陰性，再自主健康管理9天）調整為「3＋11」。
根據《中時新聞網》報道，對於疫情出現新變化，在

PTT引發大批網友討論，有人找出4月28日《鏡週刊》

報道，內容提到民進黨「民代」范雲4月1日曾召開協
調會，討論機組人員檢疫措施，由「5＋9」調整為
「3＋11」。4月14日疫情指揮中心則宣布，4月15日起
放寬台籍航空機組員返台檢疫措施。
該網友質疑，如果當初不是范雲在那亂出餿主意，要

求指揮中心把機師隔離改成3天，也不會衍生出後續的
問題，「是不是該來罷免范雲，或是施壓民進黨叫她滾
一滾以示負責呢？」
其他網友則說，「不分區罷不了」，就算她滾蛋也是
民進黨下一個不分區補上，「非她專業的事也在那邊制
（掣）肘協調，這范雲真是令人失望」，「無法罷免沒
錯，但破口的包該算她一份」。

外交部：台參與世衞活動須符一中原則

網友揭民進黨「民代」曾要求減機師隔離天數

●5 月 11 日，
台灣新增7例新
冠肺炎確診，其
中5例為位於宜
蘭縣羅東鎮中正
北路「銀河百家
樂」遊藝場內的
工作人員及常
客。圖為衞生單
位在「銀河百家
樂」遊藝場及附
近全面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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