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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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大會召開日期：2021年6月10日
●本次股東大會採用的網絡投票系統：上海證券交易所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系統 

一、召開會議的基本情況
（一）股東大會類型和屆次
2020年年度股東大會
（二）股東大會召集人：董事會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東大會所採用的表決方式是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相結合的方式
（四）現場會議召開的日期、時間和地點
召開的日期時間：2021年6月10日14點00分
召開地點：上海市黃浦區斜土路688號上海打浦橋日月光亞朵酒店3樓會議室
（五）網絡投票的系統、起止日期和投票時間。
網絡投票系統：上海證券交易所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系統
網絡投票起止時間：自2021年6月10日
　　　　　　　　　至2021年6月10日
採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絡投票系統，通過交易系統投票平台的投票時間為股東大會召開當日的交易時間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過互聯網投票平台的投票時間為股東大會召開當日的9:15-15:00。
（六）融資融券、轉融通、約定購回業務賬戶和滬股通投資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資融券、轉融通業務、約定購回業務相關賬戶以及滬股通投資者的投票，應按照《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東大會網絡投票實施細則》等有關規定執行。
（七）涉及公開徵集股東投票權
不適用

二、會議審議事項
本次股東大會審議議案及投票股東類型

序號 議案名稱
投票股東類型

A股股東 B股股東
非累積投票議案
1 2020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 √
2 2020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 √
3 2020年度財務決算報告 √ √
4 2020年度利潤分配方案 √ √
5 關於2020年度計提信用減值損失和資產減值損失的議案 √ √
6 2020年度報告及摘要 √ √
7 關於授權公司為下屬子公司向銀行申請綜合授信額度提供擔保的議案 √ √

公司獨立董事將在本次股東大會上作《2020年度獨立董事述職報告》。
1、各議案已披露的時間和披露媒體
議案1、3至7經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第七次會議審議通過；議案2經公司第十屆監事會第七次會議審議通過。詳情參見

2021年4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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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特別決議議案：無
3、對中小投資者單獨計票的議案：全部議案
4、涉及關聯股東迴避表決的議案：無

應迴避表決的關聯股東名稱：不適用
5、涉及優先股股東參與表決的議案：不適用

三、股東大會投票注意事項
（一）本公司股東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系統行使表決權的，既可以登陸交易系統投票平台（通過

指定交易的證券公司交易終端）進行投票，也可以登陸互聯網投票平台（網址：vote.sseinfo.com）進行投票。首次登陸
互聯網投票平台進行投票的，投資者需要完成股東身份認證。具體操作請見互聯網投票平台網站說明。

（二）股東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系統行使表決權，如果其擁有多個股東賬戶，可以使用持有公司
股票的任一股東賬戶參加網絡投票。投票後，視為其全部股東賬戶下的相同類別普通股或相同品種優先股均已分別投出
同一意見的表決票。

（三）同一表決權通過現場、本所網絡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複進行表決的，以第一次投票結果為準。
（四）股東對所有議案均表決完畢才能提交。
（五）同時持有本公司A股和B股的股東，應當分別投票。

四、會議出席對像
（一）股權登記日收市後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記在冊的公司股東有權出席股東大會（具

體情況詳見下表），並可以以書面形式委託代理人出席會議和參加表決。該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東。

股份類別 股票代碼 股票簡稱 股權登記日 最後交易日
Ａ股 600689 上海三毛 2021/6/1 －
Ｂ股 900922 三毛B股 2021/6/4 2021/6/1

（二）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三）公司聘請的律師。
（四）其他人員。

五、會議登記方法
（一）登記手續
1、符合上述出席條件的自然人股東，須持本人身份證件和證券賬戶卡辦理登記手續；委託代理人出席會議的，代

理人持書面授權委託書（授權委託書樣式見附件）、本人身份證件、委託人證券賬戶卡辦理登記手續。
2、符合上述出席條件的法人股東，須持加蓋公章的營業執照複印件、證券賬戶卡、法定代表人證明文件或書面授

權委託書、本人身份證件辦理登記手續。
3、股東或其委託代理人可以通過傳真或親自送達方式辦理登記手續。
（二）登記時間
2021年6月9日（星期三）上午9:00-11:00,下午14:00-16:00
（三）登記地點
登記地址：上海市東諸安濱路165弄29號（近江蘇路）紡發大樓403室上海立信維一軟件有限公司
登記地址交通：地鐵2號線、11號線江蘇路站4號口，臨近公交01路、62路、562路、923路、44路、20路、825

路、138路、71路、925路
聯繫電話：021-52383315
傳　　真：021-52383305
聯 繫 人：歐陽雪
郵　　編：200052
（四）在上述登記時間段內，股東也可掃瞄下方二維碼進行登記。

（五）會議現場登記
擬出席會議的股東或其委託代理人未提前辦理登記手續而直接參會的，應在會議宣佈現場出席會議的股東人數及所

持表決權的股份總數之前，在會議現場簽到處提供本條規定的登記文件辦理登記手續，接受參會資格審核。

六；其他事項
1、擬出席會議的股東或股東代理人請於會議開始前半小時內到達會議地點，出示能夠表明身份的相關證明文件，

驗證入場。
2、會期半天，與會人員交通、食宿及其他相關費用自理。
3、根據有關規定，本次股東大會不備禮品（包括車票）。
4、本次股東大會會議地點為上海市黃浦區斜土路688號上海打浦橋日月光亞朵酒店3樓會議室。周邊交通：公交

17、43、89、96、733、932、146內圈、隧道一線；地鐵9號線打浦橋站、地鐵4號線魯班路站）。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1年5月19日 

●附件：授權委託書
●報備文件：提議召開本次股東大會的董事會決議
附件1：授權委託書

授權委託書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茲委託＿＿＿＿＿＿＿＿先生（女士）代表本單位（或本人）出席2021年6月10日召開的貴公司2020年年度股東大

會，並代為行使表決權。
委託人持普通股數：
委託人股東帳戶號：

序號 非累積投票議案名稱 同意 反對 棄權
1 2020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2 2020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3 2020年度財務決算報告    
4 2020年度利潤分配方案    
5 關於2020年度計提信用減值損失和資產減值損失的議案    
6 2020年度報告及摘要    
7 關於授權公司為下屬子公司向銀行申請綜合授信額度提供擔保的議案    

委託人簽名（蓋章）： 　　　　　受托人簽名：
委託人身份證號： 　　　　　　　受托人身份證號：
　　　　　　　　　　　　　　 　委託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委託人應在委託書中「同意」、「反對」或「棄權」意向中選擇一個並打「√」，對於委託人在本授權委託書中未

作具體指示的，受托人有權按自己的意願進行表決。

證券代碼：600689 900922　　　　　　　　　　　　　　　　　　　　　　　　　　　　　　　　　　　　　　　　　　　　　　　　　　　　　　　　　 證券簡稱：上海三毛 三毛B股 　　　　　　　　　　　　　　　　　　　　　　　　　　　　　　　　　　　　　　　　　　　　　　　　　　　　　　　　　　　　　　　　　　　　　　公告編號：2021-012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2020年年度股東大會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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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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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歐元區

4月CPI 月率，預測+0.5%，前值+0.3%
4 月CPI 年率，預測+1.4%，前值+0.7%
4 月核心CPI 月率，前值+0.4%
4 月核心CPI 年率，預測+1.2%，前值+1.1%
4 月零售物價指數(RPI)月率，預測+0.8%，前值+0.3%
4 月零售物價指數(RPI)年率，預測+2.3%，前值+1.5%
4 月扣除抵押貸款的零售物價指數(RPIX)月率，前值+0.3%
4 月扣除抵押貸款的零售物價指數(RPIX)年率，前值+1.6%
4 月未經季節性調整PPI 投入物價月率，前值+1.3%
4 月未經季節性調整PPI 投入物價年率，前值+5.9%
4 月未經季節性調整PPI 產出物價月率，預測+0.4%，前值+0.5%
4 月未經季節性調整PPI 產出物價年率，預測+3.5%，前值+1.9%
4 月未經季節性調整核心PPI 產出物價月率，前值+0.4%
4 月未經季節性調整核心PPI 產出物價年率，前值+1.7%
4 月HICP月率終值，預測+0.6%，前值+0.9%
4 月HICP年率終值，預測+1.6%，前值+1.6%

金匯錦囊
澳元：將反覆走高至79.00美仙水平。
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91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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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元上周四在76.90美仙附近獲得較大支持
呈現反彈，迅速重上77美仙水平，本周二升
幅擴大，一度向上逼近78.15美仙水平。澳洲
央行本周二公布5月4日會議記錄，表示3月
份失業率回落至5.6%是快於央行預期，認為
未來數月的就業增長保持堅穩，預示澳洲統計
局本周四公布的4月份就業數據可能維持偏強
表現，失業率有機會進一步下降，澳元周二重
上78美仙水平，有機會收復上周前段的跌
幅。
另一方面，美國聯儲局本周三晚公布4月份

會議記錄之前，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本周早
段的升幅受到抑制，連日均大致受制1.64%至
1.65%之間的阻力，美元指數反彈乏力。
隨着澳元過去兩周顯著守穩76.75至76.90
美仙之間的主要支持區，凸顯澳元在77.00美
仙之下有頗強支持，同時巴勒斯坦與以色列
衝突持續，布蘭特與紐約期油近日雙雙重上
兩個月高位，有利商品貨幣表現，加上美元
指數跌幅擴大，失守90關位，周二曾回落
至89.69水平逾11周低點，有助澳元走勢進
一步上移。預料澳元將反覆走高至79.00美
仙水平。

金價將走高至1910美元
周一紐約6月期金收報1,867.60美元，較上
日升29.50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企穩1,842
美元水平走勢偏強，向上衝破1,850至1,860
美元之間的主要阻力區升勢轉急，周二曾向上
逼近1,874美元水平逾15周高位。美國10年
期長債息率本周早段升幅停滯之際，歐元升勢

加劇，周二輕
易 重 上 1.22
美元水平逾
11 周高位，
美元指數連日
穩步下跌，對
金價構成支
持，不排除現
貨金價向上衝
破 1,875 美元
阻力後擴大升
幅至 1,900 美
元之上。預料
現貨金價將反
覆 走 高 至
1,910 美元水
平。

憧憬經濟復甦 股票型資產受捧

依據彭博資訊統計，截至2021年5月14日過去
一周ETF資金淨流量顯示，整體股票型ETF

近周獲資金淨流入308億元(美元，下同)，除東歐股
市有小幅淨流出0.08億元外，其餘皆為淨流入，以
淨流入美國147億元為最多，而流入全球、日本、
中國內地及歐洲股市，亦分別有41億、33億、29億
及13億元，亞太、新興市場及拉美股市則分別有資
金淨流入9.1億、6.2億及0.2億元。
美盛凱利基礎建設價值基金經理人尼克．蘭利表

示，除了電力等公用事業之外，基礎建設產業也涵
蓋鐵路、公路及機場(簡稱鐵公機)等使用者付費資
產，面臨經濟成長帶動通脹上揚的環境下，使用者
付費資產的現金流量通常可隨通脹而上揚，有望抵
消利率上揚的影響。

美國四月CPI年增率攀升至13年高點引發通脹升
溫與緊縮措施擔憂，衝擊美股下挫也拖累新興股市
表現，而醫藥衞生及民生消費類股則引領上證指數
上漲。

通脹擔憂拖累亞洲股市
過去一周外資於亞洲賣多買少，韓國、中國台

灣、泰國、越南及馬來西亞股市分別遭賣超56
億、33億、4.2億、1.5億及0.3億元，而印度、菲律
賓及印尼股市則分別獲買超1億、0.2億及0.2億元。
滬港通北上資金過去一周淨流入 27億元人民

幣，南下資金則淨流入143億元人民幣。
過去一周整體固定收益型ETF資金淨流入43億

元，其中以流入美國固定收益型ETF 23億元最多，

全球及新興市場固定收益型ETF分別有淨流入11億
及1億元，歐洲及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固定收益型
ETF則是分別淨流出6.4億及0.03億元；以投資信評
類別觀察，投資等級債ETF近周獲資金淨流入41億
元，高收益債ETF則遭淨流出19.7億元。

需求續旺 高收益債仍看好
美盛西方資產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經理人伯加南

表示，隨着疫苗普及及大規模財政刺激政策的實
施，對經濟復甦能力更具信心，高收債違約率在新
冠疫情期間曾一度飆上1,100點，目前回落至300點
左右，雖然評價面吸引力降低，但預估今年高收債
新發行量將較去年減緩，加上對高收益債的需求強
勁，使技術面仍維持良性。
富蘭克林坦伯頓波灣富裕債券基金經理人莫海迪

．柯弗表示，就發行市場來看，波灣的主權債發行
天數相當長也相當具有流動性，隨着油價已反彈且
政府赤字縮減，加大新債的發行彈性。持續已有些
企業債和高品質主權債參與發債，今年對於總發行
量的擔憂較少，我們會較在意發債的組成結構，因
持續有新的發行人參與，有助於波灣債券基金能有
更好的報酬機會。

美國四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4.2%、創2008年9月以來最大增

幅，中國內地同期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增率6.8%也來到三年新高，通

脹疑慮引發貨幣政策緊縮擔憂，衝擊全球股市震盪，所幸多位美聯儲官

員及中國人民銀行均出面喊話緩解通脹及政策緊縮疑慮，支撐下半周股

市反彈，累計全球股市下跌1.52%。 ●富蘭克林投顧

加息預期弱化 美元維持承壓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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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在本周仍見承壓，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總裁
柯普朗(RobertStevenKaplan)周一表示，他仍認為美
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不會在2022年前升息，重
申了他在3月政策會議上的預期。這導致市場人士
進一步削減對通脹壓力可能迫使美聯儲更快採取行
動的押注。美聯儲多名決策者將於本周發表談話，
美聯儲也將在周三公布最近一次政策會議的記錄，
料將為投資者提供更多關於今年貨幣政策走向的
線索。不過外界愈發認為美聯儲將容忍其認為的
暫時性通脹上升，這將繼續壓低美元兌其他主要
貨幣匯價。

美元兌加元下方支持指向1.2關
美元兌加元走勢，縱然美元兌加元在周二創出

六年低位，但匯價暫見仍守住在1.20關口上方，
圖表可見RSI及隨機指數自月初以來已陷於超賣
區域，故在匯價短期若一再持穩於1.20關口之
上，仍有望美元兌加元重新走穩。向上阻力先會
回看10天平均線1.2120及1.25水平，關鍵則預料
為100天平均線，上月匯價曾力試此指標亦未可
突破，目前處於1.2560水平。而下方支撐指向
1.20關口以及200個月平均線1.1680水平。
日本周二公布的政府數據顯示，日本第一季國

內生產總值(GDP)環比年率為下滑5.1%，市場預
估中值為下降4.6%，前一季為跳增11.6%。民間
消費下降1.4%，是拖累第一季GDP的主要因
素。為遏制疫情而實施的緊急限制措施，打擊了

服裝和外出就餐方面的支出；但第一季GDP萎縮幅
度大於預期，也是因為資本支出意外下降1.4%，市
場預估為上升1.1%。企業削減了用於生產機械和汽
車的設備的支出。目前日本疫苗接種進展緩慢和新
一波疫情打擊消費，這增強了對日本從疫情中復甦
的步伐將落後的擔憂，日本經濟本季再度萎縮、陷
入衰退的可能性升高。

美元兌日圓走勢，近一浪的升勢匯價再次停步於
110關口之下，而圖表亦見RSI及隨機指數正自超買
區域維持下行，可望美元兌日圓續有下試壓力。支
持關鍵將會直指上月低位107.46，需留意由於匯價
在近兩個月已盤整在高位區間，故若失守此頸線位
置，料將加劇沽壓。以年內的累計升幅計算，
38.2%的調整幅度為107.75，擴展至50%及61.8%
則為 106.75 及 105.75。較大支撐參考 2 月低位
104.40。至於向上較大阻力預估在111以及去年高
位112.21。

��
� 

������ � � �

����	����

�����

�����

�����

���'�
��

����
����
����

��������
��%��������

●美元兌加元走
勢，周二曾回試六
年低位，但匯價暫
見仍守住在 1.20
關口上方。圖為加
拿大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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