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申首要任務是與內地通關
目前新加坡等其他金融中心陸續開放，並轉向與病

毒共存的策略。林鄭月娥在彭博電視的訪問中指出，
雖然旅行限制可能會損害本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名
譽，但她重申自己作為行政長官，有責任通過旅行限
制來保護市民，並透露正努力通過漸進有序的方式，
恢復與內地和海外的正常通行。

林鄭月娥強調，任何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或死亡病例
的增加都會引起社會的重大關切，特區政府一直實施
嚴格的 「零感染」政策，以重新開放與內地的各口
岸，但該政策使本港長期以來作為地區中心和通往中

國的經濟和金融門戶的聲譽受到愈來愈大的考驗。她
又稱，從內地的角度來看，本港的防疫做法應盡可能
與內地保持一致，但他們也認可本港在非常不同的制
度下運作，雙方進行的討論旨在找到一條前進的道
路，尊重兩地制度的差異，同時確保本港不會成為防
疫陣線的薄弱環節。

港版健康碼盡可能收窄差異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昨日出席立法會一個委員

會時表示，當局於去年第三波疫情已準備好健康碼，
目前 「回港易」及 「來港易」均有使用，已有對接轉
碼，市民有過關需要才會申請健康碼，並自行申報行

蹤。他指，港版健康碼會因應兩地專家對接小組的意
見，在現有的版本基礎上加入額外要求，減少對接工
作上的不一致，令兩地的防疫政策盡可能收窄差異，
方便通關。

圓桌實政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表示，據其了解，其中
一個通關的必要條件，是日後港人需要申報入境內地
前14日或21日內的行蹤。他提議，可以建立一個類
似 「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但毋須全民安裝，只供通
關後入境內地的港人提供行蹤資料。

粵試行恢復赴香港商務簽注
另一方面，因應香港特區政府近期向身處廣東省和

澳門特區的非港人推出 「來港易」計劃，國家出入境
管理局9月29日公布，決定在廣東省試行恢復內地居
民辦理赴香港商務簽注，為赴港從事商務活動人員提
供出入境便利，昨日起可申請。

廣東省內企業機構工作人員及個體工商戶經營者赴
香港從事商務活動的，可向廣東省公安機關出入境管
理部門申請辦理赴香港商務簽注，疫情中、高風險地
區及申請前14天內有疫情中、高風險地區旅居史的人

員除外。持商務簽注人員應通過香港 「來港易」計劃
前往香港，並自覺嚴格遵守相關主管部門關於防疫管
理的規定要求。

工聯會請願倡三步有序通關
中國出入境管理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在廣東省試行

恢復內地居民辦理赴香港商務簽注，是出入境管理局
堅決貫徹落實關於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要
求，積極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加快恢復經濟發展的務實
舉措。下一步，出入境管理局將根據疫情形勢變化，
動態調整出入境管理政策措施，推動有序恢復內地與
香港地區人員正常往來。

工聯會物流及交通行業委員會召集人黃國健偕多名
成員昨日到政府總部外請願，稱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本港物流及交通行業境況嚴峻，行業僱員倍感焦
慮，故要求當局逐步恢復經濟及民生聯繫，又建議分
三步有序通關，首先是逐步統一粵港澳大灣區內的通
關操作，其次以經濟活動 「靈活通關」運作打開全面
「復通」之路，當上述兩點方法逐步有效，下一步可

以讓香港市民按法規回大灣區內探親。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與內地就回復
正常通關有良好討論，雙方同意考慮一系列因素，其中一個是本港要有非常高的
疫苗接種率。她認為，目前本港的接種率仍然未夠七成，要繼續推動市民接種疫
苗，希望盡快與內地舉行第二次會議商討通關，重申現時特區政府首要任務是與
內地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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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苏州中院”、“本院”、“法院”）

将于 2021 年 11 月 9 日 10 时至 2021 年 11 月 10 日 10 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拍卖上海大新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新华实业”、“被
执行人”）持有的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无限售流通
A 股 116,928,000 股股份，该标的占公司总股本的 8.97%，占该股东持有公司
股份的 100%。上述股份已全部被司法冻结。本次拍卖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拍卖事项目前尚处于公示阶段，后续还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

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如上述程序完成，公司将根据后续进
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4 日披露了《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
提示性公告》，苏州中院于 2021 年 9 月 9 日 10 时至 2021 年 9 月 10 日 10
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拍卖大新华实业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 A
股 116,928,000 股股份。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披露了《关于股东所持公
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9 日通过淘宝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查询，因执行工作需要，大新华实业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 A
股 116,928,000 股股份拍卖已撤回。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收到大新华实
业转来的苏州中院关于大新华实业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拍卖的公告，
苏州中院将于 2021 年 11 月 9 日 10 时至 2021 年 11 月 10 日 10 时止在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拍卖大新华实业持有的公司流通 A 股 116,928,000 股
股份，该标的占公司总股本的 8.97%，占该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 100%。上
述股份已全部被司法冻结（详见公告编号：临 2020-032、临 2021-037、临
2021-043）。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司法拍卖公告的主要内容
1. 拍卖标的：被执行人持有的“*ST 海创”（证券代码：600555）无限售

流通股，共计 116,928,000 股股份。
2. 网络平台：淘宝网 (www.taobao.com)。
3. 竞价时间：自 2021 年 11 月 9 日 10 时至 2021 年 11 月 10 日 10 时止，被

执行人持有的“*ST 海创”（证券代码：600555）11,692.8 万股股份（分 12 笔，
分别为 1000 万股、1000 万股、1000 万股、1000 万股、1000 万股、1000 万股、
1000 万股、1000 万股、1000 万股、1000 万股、1000 万股、692.8 万股）。

4. 竞买人条件：竞买人应当符合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资格的规定 , 具备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对买受人资格或者条件有特殊
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规定的资格或者条件。

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的，应于第一次拍卖开拍前提前三个工作日到法院
书面提交确认优先购买权的申请和有效证明，经法院确认后才能以优先购买
权人身份参与竞买；逾期不提交的，视为放弃对本标的物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5. 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即日起至拍卖日前接受咨询、预约看样，
看样时间截止至第一次拍卖开拍前三天，有意者请与法院联系统一安排。是
否安排看样，视标的实际情况而定。

6. 拍卖方式及保留价、起拍价：本次拍卖为设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
保留价即为起拍价，不到保留价不成交。拍卖财产经过评估的，保留价由人
民法院参照评估价确定；未作评估的，保留价由人民法院参照市价确定，并
征询当事人意见。第一次拍卖起拍价不低于评估价或者市价的 70%。如果出
现流拍，再行拍卖时，人民法院可以酌情降低起拍价，但降低的数额不会超
过前次起拍价的 20%。

竞买人在拍卖竞价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本院发布的拍卖须知。
二、本次司法拍卖股票的原因说明
前期，大新华实业将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与申请执行人东吴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进行了多笔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详见公告编号：临 2019-018、临 2019-021、临 2019-024）。上述交易因
大新华实业协议到期未按时偿还相关资金，根据苏州中院《协助执行通知书》
【（2020）苏 05 执保 104 号】，东吴证券申请对大新华实业持有的公司股
份进行轮候冻结，冻结期限为三年（详见公告编号：临 2020-032）。现因
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一案，东吴证券向法院申请对上述司法冻结股份启动司
法处置程序。

三、本次司法拍卖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拍卖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造成影响，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等无重大影响。据悉，大新华实业正与东吴证券、苏州中院等相关方积极沟
通，力争早日妥善解决相关问题。

四、其他说明
大新华实业持有公司股份 116,928,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97%，其与

公司控股股东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股东海航旅业国际（香港）有限公
司构成一致行动人，三家共持有公司股份 390,348,618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946%。如大新华实业所持公司股份全部被司法拍卖，公司控股股东海航
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海航旅业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仍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 273,420,61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976%。本次股份被司法拍卖事
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造成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二日

下周增4公院
設疫苗接種站

【 香 港
商報訊】
記者何加
祺報道：

本港昨日新增7宗新冠肺炎確診輸入個案，至今累計
確診共12268宗。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正積極跟進在
機場貨站確診的48歲男子，個案涉及L452R變異病
毒株並屬於Delta變異病毒株。中心前日在病人工作
的地方採集了環境樣本，當中於職員休息室內一個微
波爐手柄採集的樣本結果呈陽性，該樣本病毒量低，
中心認為很可能是被病人污染，已建議相關公司關閉
該職員休息室並再次進行徹底消毒。而曾觸碰該微波
爐的員工會被安排進行強制隔離檢疫。

昨日新增7宗輸入個案
昨日分別有 「南區長者疫苗接種日」及一連三日

(11至13日)在青衣長發舉行的接種活動，公務員事
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視察長發接種活動時指，預計
兩項活動全日有超過350人參與。為更方便市民、尤
其長者接種，下星期會另外在4間公立醫院設立新冠
疫苗接種站，包括東區醫院、將軍澳醫院、沙田威爾
斯親王醫院及明愛醫院，連同現時的瑪麗醫院、屯門
醫院和伊利沙伯醫院會有7間醫院設接種站。

據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公告，本港昨日新增輸入個
案的患者為1女6男，年齡介乎27至75歲，分別由肯
尼亞、巴基斯坦、菲律賓、黑山、美國抵港，全部已
接種新冠疫苗。

中心亦為機場貨站確診的48歲男子的樣本進行基
因分析，中心的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以本港早前錄
得的確診個案的現有基因組與患者的基因組進行比
對，結果顯示患者的基因排序與該些個案不同。公
共衛生化驗服務處亦把個案的基因排序與網上基因
庫(GISAID)現有的基因排序進行比對，發現沒有海
外國家上載的基因排序與此個案合，但患者的基
因排序與歐洲、韓國和美國確診的個案的基因排序
較接近。

港大醫學院辦
機械腳接力賽

逾九成人指封關影響家庭生活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新冠肺炎疫情持

續已久，大部分香港市民長期不能返內地探親、工
作、生活，以致阻礙家庭團聚及業務發展。工聯會調
查發現，六成半受訪者表示收入因香港長期未能復常
通關而減少，當中逾三成人在內地的業務更因此結
束，亦有逾九成人的家庭生活均受到影響，包括與父
母、子女、配偶等長期分隔。

六成半受訪者稱收入減少
工聯會九龍東辦事處及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九龍東地

區分會早前進行問卷調查，共收回2120個有效回覆。
結果發現對於香港長期未能復常通關，有六成半受訪
者表示收入因而減少，當中有逾三成人在內地的業務
更因此結束；同時有五成人指家庭開支增加，反映未
能通關問題嚴重打擊香港經濟復蘇的步伐，影響大眾
市民的經濟生活。另有逾九成人的家庭生活均受到影
響，包括與父母、子女、配偶等長期分隔，當中有兩
成半人指出，曾有至親離世卻未能出席喪禮。

工聯會指，自從香港未能與內地正常通關以來，工
聯會內地服務中心收到大量求助個案，包括內地銀行
戶口被凍結、為家屬辦理單程證受阻等，亦有不少市
民關於房產土地權益、退休金以及遺產承繼，涉及法
庭程序的事務受到影響。香港現時疫情受控，社區中

市民對復常通關的訴求非常強烈，亦願意作出配合，
希望政府能繼續推動提升疫苗接種率，同時加強對入
境豁免人士的檢疫限制，嚴防境外輸入個案。

家鄉市集活動冀紓思鄉情懷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第一執行主席鄧清河表示，收到

很多鄉親反映因疫情封關未能回鄉，積聚日深的思鄉
情懷難以紓解，作為長期服務香港市民的同鄉社團，
切身體會到鄉情是團結和凝聚鄉親的重要精神力量。
因此由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九龍東地區分會、工聯會九

龍東辦事處聯合主辦的 「家鄉市集」活動將於 10 月
15至17日於觀塘舉行，將地方特色美食、文化特產
推廣予廣大香港市民，亦響應國家共同富裕的方針，助
力推動本土經濟，為香港的經濟和民生工作貢獻力量。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龍子明指
出，目前中央及香港在防疫工作上有差異，特區政府
暫時未能提供復常通關時間，因要視乎中央如何評估
本港疫情防控、通關風險等。會方會向中央繼續反映
市民們的復常通關訴求，並做好溝通橋樑，協助兩地
盡量收窄差異；爭取逐步、有序的通關。

責任編輯 莊海源 尚文 美編 劉樹燕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A3香港
2021年10月12日 星期二

新聞

林鄭接受外媒訪問透露

港有序恢復內地海外往來

修訂社工註冊條例旨維護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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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2021 年 1 月 1 日 -2021 年 9 月 30 日
2. 预计的经营业绩： 
（1）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ð 亏损 ð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ð 同向下降

项目 2021 年 1 月 1 日 -2021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33,854.47 万元 –35,854.47 万元
盈利：21,478.73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7.62%-66.93%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7895 元 / 股 –0.8366 元 / 股 盈利：0.4940 元 / 股

（2）2021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ð 亏损  ð 扭亏为盈  ð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2021 年 7 月 1 日 -2021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10,500.00 万元 –12,500.00 万元
盈利：13,704.84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23.38%-8.79%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474 元 / 股 –0.2945 元 / 股 盈利：0.3165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国内消费持续增长，高端消费需求强劲，公司依托较好的高端渠道及品牌组合，

抓住名表消费市场机会，同时围绕“品牌力、产品力、渠道力”深耕发展自有品牌，公司前三
季度整体运营效率及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由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得出，公司实际业绩情况及财务数据以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十月十二日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脊髓損傷乃不
治之症，患者除了與輪椅共度餘生，更會飽受如自
主神經失調、骨質疏鬆、呼吸功能及性功能受影響
等困擾。港大醫學院矯形及創傷外科學系早於2018
年引入 「復康機械腳」協助患者重新站立及步行，
為推動社會關注脊髓損傷患者，學系將於10月16日
舉行機械腳接力賽，屆時 「包山王」黎志偉與3名傷
健人士將參與賽事，籌得款項將用作支援脊髓損傷
臨床服務及研究項目。

「包山王」黎志偉參賽
港大醫學院矯形及創傷外科學系系主任張文智教

授表示，學系於2018年獲周大福慈善基金捐款購入
第一組機械腳，推行先導計劃讓患者試用，成效顯
著，廣受患者歡迎，團隊未來會積極研發及改良機
械腳軟件及硬件，讓其可以更適合亞洲人身形及在
香港環境使用。

據介紹，機械腳接力賽將分別於4個地點進行，每
位傷健人士將穿戴機械腳步行約15分鐘，全程網上
直播。接力賽第一站於港大百周年校園開始，象徵
機械腳的出現是學術科研創新的成果；第二站則把
旅程帶回到復康院，是病人受傷後接受長時間治療

的地方；第三站是醫管局社區復康中心，既是病人
出院後接受復康訓練的地方，亦是病人回家的橋
樑；最後一站假香港大學何鴻燊體育中心，希望鼓
勵病人可以回復有意義生活及進行康體活動。

有份參賽的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主席嚴楚碧指
出，使用機械腳時讓她感受到真正的腳部運動，而
非以往以只依靠上肢力量。 「包山王」黎志偉表
示，他很高興可以參與今次接力賽，指出穿戴機械
步行需要付出很大的體力，但會繼續努力嘗試。他
一直有留意外國的機械腳技術，並希望可以早日香
港引入，讓自己有機會可以 「企番起身」。作為香
港首批使用機械腳的脊髓損傷患者之一，丁海祥見
證機械腳不斷改良，十分感謝醫護人員在復康訓練
所提供的一切協助。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勞工及福利局提
出修訂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附表2的建議，令被裁定
犯了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的人士，不能擔任或不
能繼續擔任註冊社會工作者，並計劃於下屆立法會會
期作出修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昨日出席立法
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時解釋，在香港國安法下，當
局需要保障使用者利益，維護社工誠信及專業形象，
故建議有關修訂。民建聯等建制派都支持修訂，形容
是天經地義。

建制派支持指天經地義
據當局提交的文件顯示，建議將危害國家安全的罪

行納入條例附表2。這些罪行包括但不限於香港國安法
下的4項罪行(即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
及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及刑事罪行條

例第200章下的叛逆及煽動。
羅致光說，香港國安法的4項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和

刑事罪行條例的叛逆和煽動罪，都會被視為危害國家
安全的罪行，不過當局不會將具體的罪行寫入條例，
因為保安局正準備就基本法23條立法，屆時會充實刑
事罪行條例。因此，社工註冊的修例將會採用包含性
較闊的寫法。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指出，上述的修訂是天經
地義，不過關注社工註冊局的組成情況，並提出由選
舉產生的註冊社工成員數目能否減至少於一半，以免
讓人覺得 「私相授受」。

勞工界立法會議員潘兆平說，關注當局最快能在什
麼時候完成修訂，又指社工註冊局內大部分都是註冊
社工，擔心會出現 「隻眼開、隻眼閉」的情況。

羅致光回應說，當局暫時未訂具體修訂的時間表，
並會留意註冊局履行有關法定責任的運作情況及表
現。如有需要，當局會考慮作進一步的修例。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介紹 「家鄉市集」 活動及發布疫情封關民調結果。 記者 崔俊良攝

一名參賽者試用機械腳。 4名傷健者參與機械腳接力賽，左二為 「包山王」
黎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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