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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2013年度股東大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於2014年4月18日在《證券時報》、《大
公報》及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關於召開2013年度股東大會的通
知》。為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現將公司召開2013年度股東大會的有關事宜提示性公告
如下：

一、召開會議基本情況
1、會議屆次：2013年度股東大會
2、會議召集人：公司董事會
3、會議召開的合法合規性：本次會議的召集召開符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

章、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4、會議召開日期和時間
（1）現場會議召開時間：2014年5月14日（星期三）14：00
（2）網絡投票時間
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進行網絡投票的時間為2014年5月14日的交易時間：

即9：30─11：30和13：00─15：00；
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互聯網投票系統投票的時間為2014年5月13日15：00至2014年

5月14日15：00期間的任意時間。
5、會議召開方式：採用會議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相結合的表決方式。公司將同時通

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和互聯網投票系統向公司股東提供網絡形式的投票平台，流
通股股東可以在網絡投票時間內通過上述系統行使表決權。公司股東應嚴肅行使表決權
，投票表決時，同一股份只能選擇現場投票、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投票、深圳證券
交易所互聯網系統投票中的一種，不能重複投票。具體規則為：如果同一股份通過現場
、交易系統和互聯網重複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為準；如果同一股份通過交易系統和互聯
網重複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為準；如果同一股份通過交易系統和互聯網多次重複投票，
以第一次投票為準。

6、會議股權登記日：2014年5月5日
7、會議出席對象：
（1）2014年5月5日下午收市時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記

在冊的公司全體股東均有權出席股東大會，並可以書面型式委託代理人（該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東）出席現場會議和參加表決，或在網絡投票時間內參加網絡投票。

（2）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3）公司聘請的律師。
8、現場會議召開地點：江蘇省常州市懷德中路123號常柴股份有限公司工會會議廳。
二、會議審議事項
1、《2013年年度報告及其摘要》；
2、《2013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3、《2013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4、《2013年度利潤分配以及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預案》；
5、《關於續聘公司2014年度審計機構及其費用的議案》；
6、《關於續聘公司2014年度內部控制審計機構的議案》；
7、《關於修改公司章程的議案》；
8、《最近三年股東回報規劃（2014-2016年）》。
上述議案的具體內容請見2014年4月18日刊載於《證券時報》、《大公報》和巨潮

資訊網（www.cninfo.com.cn）的相關公告。
三、現場會議登記方法
1、登記方式
（1）個人股東應出示本人身份證、持股憑證和證券帳戶卡；個人股東委託他人出席

會議的，受託人應出示本人身份證、委託人身份證復印件、授權委託書、持股憑證和證
券帳戶卡。

（2）法人股東出席會議的，應出示法定代表人身份證、加蓋公章的法人股東單位的
營業執照復印件和持股憑證；法人股東委託代理人出席會議的，代理人應出示本人身份
證、加蓋公章的法人股東單位的營業執照復印件、法人股東單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
的書面委託書和持股憑證。

（3）異地股東可以採用信函和傳真方式登記。
2、現場會議登記地點：江蘇省常州市懷德中路123號常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秘書

處
3、現場會議登記時間：現場登記時間為2014年5月13日全天，2014年5月14日至13

：30分前。信函或傳真方式進行登記須在2014年5月13日17：00前送達或傳真至公司。
未在規定時間內辦理登記手續的，視為放棄出席現場會議資格。

四、參加網絡投票的具體操作流程
1、採用深交所交易系統投票的程序
（1）本次股東大會通過深交所交易系統進行網絡投票的時間為2014年5月14日的交

易時間：即9：30─11：30和13：00─15：00。
（2）投票代碼：360570。
（3）投票簡稱：常柴投票。
（4）在投票當日， 「常柴投票」 「昨日收盤價」顯示的數字為本次股東大會審議的

議案總數。
（5）通過交易系統進行網絡投票的操作程序

① 進行投票時買賣方向應選擇 「買入」；
② 在 「委託價格」項下填報股東大會議案序號。以1.00元代表第一個需要表決的

議案事項，以2.00元代表第2個需要表決的議案事項，依此類推。用100.00元代表所有議
案，如股東對所有議案均表示相同意見，則可以只對 「總議案」進行投票。本次股東大
會需要表決的議案事項的順序號及對應的申報價格如下表：

③ 在 「委託數量」項下填報表決意見，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對，3股代表棄權；

④ 在股東大會審議多個議案的情況下，如股東對所有議案均表示相同意見，則可以
只對 「總議案」進行投票。如股東通過網絡投票系統對 「總議案」和單項議案進行了重
複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為準。即如果股東先對相關議案投票表決，再對總議案投
票表決，則以已投票表決的相關議案的表決意見為準，其他未表決的議案以總議案的表
決意見為準；如果股東先對總議案投票表決，再對相關議案投票表決，則以總議案的表
決意見為準。

⑤ 不符合上述規定的投票申報無效，視為未參與投票。
2、通過互聯網投票系統的投票程序
（1）互聯網投票系統開始投票的時間為2014年5月13日15：00，結束時間為2014

年5月14日15：00。
（2）股東通過互聯網投票系統進行網絡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資者網絡服務身份

認證業務實施細則》的規定辦理身份認證，取得 「深交所數字證書」或 「深交所投資者
服務密碼」。

（3）股東根據獲取的服務密碼或數字證書，可登錄http：//wltp.cninfo.com.cn在規
定時間內通過深交所互聯網投票系統進行投票。

3、網絡投票其他注意事項
網絡投票系統按股東帳戶統計投票結果，如同一股東帳戶通過深交所交易系統和互

聯網投票系統兩種方式重複投票，股東大會表決結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結果為準。
五、其他事項
1、會議聯繫方式
聯繫人：何建江
聯繫電話：0519-68683155
聯繫傳真：0519-86630954
2、本次現場會議會期半天，出席會議的股東請自理食宿及交通費用。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4年5月7日

附件：

授權委託書

茲委託_______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單位／本人參加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東大會，並授權其全權行使表決權。如委託人未對投票做明確指示，則視為

受託人有權按照自己的意思進行表決。

註：請在相應的表決意見項下劃"√"。
委託人姓名： 委託人身份證號碼：

委託人持有股數：

委託人股東帳號：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證號碼：

委託日期： 年 月 日

議案
序號

總議案 表示對以下所有議案統一表決
1
2
3
4
5
6
7
8

議案內容

2013年年度報告及其摘要
2013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2013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2013年度利潤分配以及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預案
關於續聘公司2014年度審計機構及其費用的議案
關於續聘公司2014年度內部控制審計機構的議案
關於修改公司章程的議案
最近三年股東回報規劃（2014-2016年）

對應的申報價格

10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表決意見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委托數量
1股
2股
3股

序號

1

2

3

4

5

6

7

8

議案內容

2013年年度報告及其摘要

2013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2013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2013年度利潤分配以及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預案

關於續聘公司2014年度審計機構及其費用的議案

關於續聘公司2014年度內部控制審計機構的議案

關於修改公司章程的議案

最近三年股東回報規劃（2014-2016年）

同意 反對 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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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樂 社團新訊 國際新聞

理大發明感應調溫電子衫
新法織造省電可水洗 成本低於200元

年輕教授回望學術崎嶇路
【大公報訊】記者毛依文報道：在香港，想做學

術是否很難？大學揀科是不是選賺錢更多的專業比較
好？文憑試過後，考生面臨種種類似的艱難抉擇和困
惑。香港科技大學兩位年輕教授以自身經歷鼓勵對科

學有興趣同學 「不妨一試」，更透露香港學術環境其
實比新加坡更有利，包括國際化和吸引力。

羅錦團和梁承裕是科大校友，現又為科大助理教
授，前者任職於物理學系，後者則在科大數學系，兩
人重返科大任教前都在美國深造、工作。雖然二人經
歷相似，但走上科研之路卻大相徑庭：羅錦團中學時
已立志從事科研，並堅持至今；梁承裕則在系主任推
動下，摸索着走上學術道路。他們表示，興趣是最大
學習助力， 「我放假都會做點工作上的事，每天上班
都懷着興奮的心情。」羅錦團說。

羅錦團中學時便立志從事科學研究工作， 「沒想
過要做其他。」他回憶，中學時最好的朋友選擇入讀
香港最熱門的專業，但他知道朋友選擇並非興趣所向
，便對他說： 「以後我如果做了教授，你做其他工作
，即使賺得（比我）多很多，你也會後悔的。」然後
他笑道，朋友沒過多久便放棄該熱門專業，轉入科大
數學系。

現時社會上很多聲音指香港科研環境不好，大學

排名等屢屢被新加坡超越，但羅錦團認為就國際化程
度來說，香港聲譽更高，且對人才尤其內地優秀學子
吸引力更大。

「香港好過新加坡」
他說，做學術最重要是研究人員，就吸引頂尖學

生方面來看， 「科大絕對好過新加坡任何一間大學」
。返港三年，他帶過三個博士生，從這些學生身上感
到與新加坡相比，香港對他們更有吸引力， 「這受傳
統影響。」

與羅錦團鎖定目標，一往直前相比，梁承裕則經
過迷茫及探索，方尋到自己的學術桃花源。他回憶，
中三時遇到一位出色數學老師，讓他理解數學的樂趣
，大學便選擇了科大數學系，畢業後順利升讀該系理
學碩士學位， 「但到碩士畢業，我都不清楚自己喜歡
什麼，試着找了幾個中學數學老師的職位。」

在梁承裕為前途迷茫時，系主任讓他嘗試報讀博
士， 「我當時也不是很確定，所以就只報了三所美國
學校，然後有一所取錄了我。」此時他仍在猶豫，擔
心自己對研究不感興趣，讀不下來且浪費時間。數學
系系主任進一步鼓勵他出國深造開闊視野，於是帶着
試探的心，他離開香港前往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並在那裡發現自己對科研的興趣。

兩位年輕教授表示，學生和家長對科學存在一種
誤解，認為讀數學或物理這些 「純科學」學科，將來
只能教書， 「其實數學出路不僅限於教育，天文台、
銀行、商務管理等都可以做。」梁承裕說。

對於學生出於前途考慮而爭報熱門學科，羅錦團
表示理解，並直指，走學術路不僅需要興趣，亦需要
能力。他補充，香港科研相關工作崗位少，但受過科
學學科訓練的學生，其頭腦能幫助他迅速適應其他工
作， 「不一定要做科學家。」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鄭漢君報道： 「歧視不存
在，世界更可愛。」這句說話常在廣告中聽到。順德
聯誼會翁祐中學的兩名中三女生，朱靖沂與林麗淇以
3D動畫短片BIAS，教人放下有色眼鏡，兼去除對天水
圍所謂 「悲情城市」的成見，重新發現彩色世界。她
們憑此短片獲得第五屆克羅地亞國際青少年動畫創作
大賽最高榮譽的BLUE VAFI大獎。

朱靖沂表示，短片是借流浪漢表現弱勢社群被歧
視的情況。片中小女孩如同英雄一樣，沒有放棄與流
浪漢做朋友，對方最終亦被感動，更讓媽媽也感動到
放下有色眼鏡，世界從此由黑白變成彩色。同屬 「土
生土長」天水圍居民的朱靖沂與林麗淇亦希望藉着短
片，為被視為 「悲情城市」及多低下階層的天水圍居
民發聲。

林麗淇稱，短片受評審青睞，除了能推廣兒童權
益及兒童創作權利外，亦因為顏色的轉變及遞進方面
優勝。朱靖沂認為製作動畫中遇到最多的是技術困難，
如調校數值令衣服飄揚，但會向高年級同學請教。

雖然得獎短片是以2013年香港青少年動畫創作大
賽題目 「我的英雄」入手，但要經2個月修改才可參賽
。林麗淇表示，放學後常留至七、八點才回家，星期
六也會回校製作動畫。 「不可能沒想過放棄，特別是
中三的功課忙碌。」儘管經常埋首於3D動畫，但其學
業成績未受影響。翁祐中學3D電腦動畫科課程主任陳
嘉俊表示： 「90%的動畫學會的學生成績都有進步，
林麗淇更保持三年全級第一名。」

年紀輕輕，已連續3年製作3D動畫的林麗淇，最
欣賞3D動畫《魔雪奇緣》，覺得雪景製作出色，也欣
賞當中所講的姐妹情。是次比賽獲獎，令朱靖沂與林
麗淇衝出天水圍，與同校6位同學前往克羅地亞交流及
參與動畫工作坊，兩人都會考慮朝動畫師之路邁進。

翁祐中學早有學界 「動畫少林寺」之稱，今年暑
假更計劃將3D動畫推展至其 「一條龍」的順德聯誼總
會伍冕端小學。陳嘉俊表示，希望招攬十多名伍冕端
小學的小五、小六學生到校，再由2名動畫學會的學生
每星期教一至兩堂，令小學生接觸製作3D動畫，視乎
效果再決定會否在平日放學後推行。

【大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六日電】廣州
醫科大學學校學生處處長汪志標今天表示，
該校 「南山班」與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合
建 「南山學院」，由中國著名呼吸疾病專家
鍾南山院士擔任院長。學院今年首次招生，
名額32個。務求在本科生後期培養高水平研
究生。

汪志標表示，鍾南山院士對培養國際化
醫學人才頗為重視， 「南山學院」全英語教
學，借鑒香港先進教學模式，培養有國際視
野醫學人才，希望讓更多科研成果走上國際
舞台。他指出， 「南山班」是廣州醫科大嘗
試醫學精英教育模式的臨床醫學專業，已經
連續招收3屆學生。鍾南山要求未來 「南山
班」進行培養模式的改革，學習港大的器官
系統教學模式和全英語教學。

2012年底，廣醫開始與香港大學李嘉誠
學院洽談合作事宜。經過一年籌備， 「南山
學院」去年底掛牌成立。汪志標認為，內地
臨床醫學專業教學分為解剖、生理等模組，
比較分散。香港採用器官系統教學模式，綜
合性強。以肝炎為例，從肝臟、解剖、生理
、病理、臨床及相關診斷等進行教學，有助
學生融會貫通。

南山學院師生定期前往香港大學聽課、
模擬教學。南山學院沿用導師制以及創新、
前沿的教學手段，通過推進本科教育國際化
辦學改革，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的平台，
升級醫學精英教育模式。汪志標補充， 「南

山學院」由鍾南山擔任院長，香港大學將派教師任教，
今年首次招生。學生入學後，將在臨床醫學專業中選拔
32名優秀學生進入南山學院學習。根據新的 「南山學院
」人才培養方案，優秀學生可以於第5年經過選拔，直
接進入碩士學習階段；碩士後期，學生可申請提前攻讀
博士學位，優秀學生可推薦國外交流培養。

【大公報訊】將軍澳香島中學近日於該校泓志堂舉
行 「育才十載 飛躍夢想文藝夜」匯演。香島教育機構
葉燕平行政總監、將軍澳香島中學校董會主席袁武、家
教會主席郭愛珠、校友會（將軍澳分會）主席王婉儀等
嘉賓、家長，及社會各界人士約300多人出席。

文藝夜在女聲合唱團歌聲中拉開序幕，以合唱、跳
繩、朗誦、軍體拳、現代舞、街舞和流行樂隊表演等方
式，以一個學業有成的校友回到校園，回憶中學時代通
過參加課外活動發掘本身潛能，再將興趣變成工作的故
事，展示香島鼓勵學生參加學術、體藝等活動以發掘潛
能，為人生覓得方向，進而飛躍夢想，實現理想的故事
。文藝夜在香島之歌的歌聲中閉幕。

理工大學近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第
42屆國際發明展獲得11個獎項，其中紡織
及製衣學系助理教授李鸝憑 「應用導電材
料設計新型發熱功能性紡織品」獲頒銀獎
。李鸝表示，市場上的電子服裝有兩大問
題阻礙其普及，一是猶如 「電路板上身」
的外觀欠缺美感，二是為顧及耗電量而導
致電池太大，穿着不方便。

兩大突破瑞士奪獎
有見及此，李鸝在2007年起針對上述

兩大缺點着手研究新織造技術及發熱織物
，以接觸電阻及長度電阻理論為基礎，研
究不同織物的結構和密度，最終研發出的
發熱紡織品通過電紗線電阻在織物中發熱
的方法，並選用特種導電纖維如鍍銀單絲
和股紗，將整個導電路徑完全收藏在衣物
纖維內，毋需要透過電線發熱。發熱的電
池可置於衣服任何一個部位，包括背部、
肩部、皮帶上等，用家只須拆下電池就可
將衣物用水清洗。

老人發熱衫先應市
李鸝說，有關設計的一大優點是省電

，衣服僅需配上如手機電池般大小的電池
便可發熱約三小時，電池的充電時間亦與
一般電話的充電時間相若。此外，此發熱
織物的一大突破是可通過電阻在一塊布料
的不同位置產生不同程度的熱度，最高可
達攝氏80度，切合用家不同需要，如醫療
、家居、戶外活動等。連同電池，一件用
以上技術製作的衣物成本低於200港元。

李鸝計劃將布料造得更輕更薄，下一步先
推出針對老人的發熱織物， 「如老人的腳
常感到寒冷，有張發熱毯給他們蓋一蓋就
很好。」

觸感仿真助手眼協調
除了易感寒冷，身體機能退化導致手

部靈巧度大降亦是長者面對的一大難關。
理大護理學院副教授蔡及時利用虛擬現實
技術開發出多功能防觸感仿真平台，有助
身體有障礙人士透過開門鎖、斟水、寫字
等虛擬活動訓練手部靈巧度及手眼協調，
獲第42屆國際發明展頒發銀獎及特別獎嘉
許。

蔡及時說，該平台與目前的電腦化
康復訓練系統的最大分別是加入了觸感
反饋功能，例如用家練習斟水時，眼部
盯着熒幕，手部控制觸感仿真平台做出
斟水動作，平台會模仿出水壺愈來愈輕
的觸感，增強真實感。另外，練習寫字
時，若用家筆畫偏離落筆軌跡或方向，
平台會發力將用家的手推回正確方向，
有助小朋友以至南亞裔學生學寫中文。
現時已有一間特殊學校試用平台，但觸
感仿真平台需過萬元一部，要廣泛推廣
有一定難度。

另外，理大康復治療科學系副教授郭
霞參考八爪魚的吸盤，研發出黏力較強、
富彈性、可使用110次兼可水洗的 「微吸
盤彈性黏貼織物」，有助固定脫臼部位並
且減少受傷關節的移動幅度，獲得第42屆
國際發明展金獎。

電子服裝未能普及，電池體積太大及猶如 「電路板上身」 的外觀
是其兩大主原因。香港理工大學紡織及製衣學系助理教授李鸝研發出
可水洗的發熱織物，僅需配上如手機電池般大小的電池，便可透過電
阻在衣物的多個區域，按要求產生不同熱度，可應用於戶外服裝、家
居用品、醫療等領域，每件衣物成本低於200港元。李鸝計劃下一步先
推出針對老人的發熱織物，包括用以覆蓋腳部的發熱毯。該發明在日
前舉行的第42屆國際發明展獲得銀獎。 大公報記者 胡家齊

將軍澳香島中學十載校慶

小動畫師為悲情城市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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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鸝（右）憑 「應用導電材料設計新型發熱功能性紡織品」 獲得第42
屆國際發明展銀獎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觸感仿真平台有力量反饋功能，可將用家的手推到正確方向，有助兒
童學寫字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文藝夜在女聲合唱團歌聲中拉開序幕，另有合唱
、跳繩、朗誦、軍體拳、現代舞、街舞和流行樂隊
等表演

▶梁承裕（
左）與羅錦
團（右）鼓勵
年輕人按興
趣選科，並
認為讀科學
並不意味着
一定要走學
術路線
本報記者
毛依文攝

▲朱靖沂（左）與林麗淇（右）以3D動畫短片
BIAS，教人放下有色眼鏡，兼去除對天水圍所謂
「悲情城市」 的成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