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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
【香港商報訊】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昨日下午以視頻方式出席
在昆明舉行的《生物多樣性公
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領導人
峰會並發表主旨講話。北京學者
指出，今次主旨講話顯示習近平
對國家生態文明建設和全球環境
治理的高度重視。總體上看，中
國需要繼續深化環境治理體系現
代化建設，加強環境治理能力建
設，從而為環境的高水平保護與
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奠定基礎。

生態文明理念引領協同治理
習近平指出，生物多樣性使地球充滿生機，也是人
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保護生物多樣性有助於維護地
球家園，促進人類可持續發展。昆明《生物多樣性公
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為未來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
設定目標、明確路徑，具有重要意義。國際社會要加
強合作，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共建地球生命共
同體。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許勤華
教授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生態文明理念正在引領中
國環境、發展和社會等多維度的協同治理，並以綠色
發展、綠色轉型塑造新發展格局。在該理念的指引
下，中國將生態保護納入國家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規
劃，並開展就地和遷地保護、實施重大生態工程、完
善政策法規等一系列舉措，不斷提升生態系統質量，
環保的社會參與度和公眾意識亦不斷提高。未來，中
國需積極讓生態文明理念發揮更大價值。

促使全球治理更加公平合理
值得一提的是， 「生態文明」被寫入聯合國環境公

資料圖為武夷山國家公園的山與水。
約締約方大會的主題，體現了國際社會對中國智慧和
中國方案的高度認同。習近平在今次講話中提出，以
國際法為基礎，維護公平合理的國際治理體系。要踐
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有效遵守和實施國際規則。設立
新的環境保護目標應該兼顧雄心和務實平衡，使全球
環境治理體系更加公平合理。
許勤華表示，當前，全球環境治理體系長期面臨多
方面的嚴峻挑戰。一是全球環境治理的大國權力競
爭，集中體現為美歐西方國家主導全球環境治理進
程，西方大國主導全球環境治理的話語、理念和方
案，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權益難以得到保障。二是全
球環境治理實際效果不彰。儘管國際社會為全球環
境治理作出諸多努力，但是氣候危機、環境污染和
生物多樣性問題等環境挑戰依然極其嚴峻。三是後
疫情時代的全球環境治理，面臨更為嚴峻的環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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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衝突。新冠肺炎疫情給國際社會可持續發展進
程造成衝擊，並給全球環境治理帶來諸多不確定
性。
許勤華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協同治理
離不開與國際社會互動。中國應繼續深化環境國際合
作，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積極為全球環境治理和人
類可持續發展進程提供更多公共產品，共建人與自然
生命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
《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領導人峰
會當天在昆明以線上線下結合方式舉行，聯合國秘書
長古特雷斯、俄羅斯總統普京、埃及總統塞西、土耳
其總統埃爾多安、法國總統馬克龍、哥斯達黎加總統
阿爾瓦拉多、吉爾吉斯斯坦總統扎帕羅夫、巴布亞新
幾內亞總理馬拉佩、英國王儲查爾斯等以視頻方式出
席。

發改委推動建立 「能跌能漲」 電價機制
【香港商報訊】記者敖雷報道：國家發改委昨日召
開新聞發布會，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司長萬勁松表示，
有序放開全部燃煤發電電量上網電價，並擴大市場交
易電價上下浮動範圍，原則上不超過 20%。
日前，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關於進一步深化燃煤
發電上網電價市場化改革的通知》，部署進一步深化
燃煤發電上網電價市場化改革工作。發布會上，萬勁
松進一步解釋，此次改革，在 「放開兩頭」即放開發
電側上網電價、用戶側銷售電價方面取得了重要進
展，標誌着電力市場化改革又邁出了重要一步。真正

建立起 「能跌能漲」的市場化電價機制，包括有序放
開全部燃煤發電電量上網電價、擴大市場交易電價上
下浮動範圍、推動工商業用戶都進入市場，以及保持
居民、農業、公益性事業用電價格穩定。同時強調，
對於高耗能企業市場交易電價不受 20%上浮幅度限
制。

居民用電價格不變
至於改革對居民用電價格是否會產生影響，萬勁松
回應稱，改革實施後，居民、農業用戶將和以往一樣

合肥廬陽：保護更新延續城市文化脈絡
曹操點將 「教弩台」威嚴佇立；清末重臣李鴻章
故居古韻猶存；全新改造提升後的撮造山巷、北油
坊巷、勤勞巷驚艷亮相；今年 7 月恢復開放的逍遙
津公園備受好評；收藏了無數合肥人歲月與情懷的
城市記憶館靜待開幕……
近年來，被譽為 「合肥之根、廬州文脈」的廬
陽區立足豐厚的歷史文化積澱，匠心實施老城保
護更新戰略，在保持老城整體風貌的前提下，以
淮河路步行街創建全國示範步行街和逍遙津公園
提升改造等項目為重點，恢復、深挖老城歷史和
文化，不斷提升城區品質，完善城市功能，升華
城市內涵。
2020 年 7 月，淮河路步行街成功入選商務部第二
批步行街改造提升試點名單，也迎來了一場萬眾矚
目的 「蝶變」。圍繞 「主街繁華時尚、后街市井逍
遙」的理念，淮河路步行街重新定義街區風格。街
區總體規劃以 「鬥河流金」為主題，主街東段塑造
文化感知新地標，中段定位高端時尚新主場，西段
開闢城市會客廳；結合街巷改造，將後街巷道打造
為現代與傳統交融的特色風貌區。
國慶期間，精彩活動在步行街輪番上演，國潮舞
獅遊街串巷熱動廬陽、金色巨龍 「躍出」大屏燃爆
現場、巨型《72》老照片藝術展見證合肥風華，更
有神秘近景魔術、國潮街舞、流行樂隊等音樂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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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
实施完毕的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深圳远致富海珠宝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
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1年3月
18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持有本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深圳远致富海珠宝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远致富海」）计划在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
宗交易等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5,863,499股（即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
比例6%）。公告内容详见本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1-007号公告。
2021年10月12日,本公司收到远致富海发来的《关于减持特力A股份进展情
况的告知函》。自本次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远致富
海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共8,110,9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8%。
剩余未减持股份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内不再减持，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
毕。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现将远致富海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披露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
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元）
（股）

秀動老城……據悉，10 月 1 日-7 日，淮河路步行街
客流量達 226 萬人次，同比增長 24.8%。
隨着廬陽區精心改造的背街小巷——勤勞巷於 9
月底迎來新生，淮河路步行街內已陸續完成撮造山
巷、北油坊巷、鼓樓巷、勤勞巷等多條巷弄的提升
改造，有效串聯起淮河路步行街主街與周邊后街群
落的有機生態圈，形成整體聯動的歷史文化街巷格
局，給市民帶來了全新消費體驗。
而與淮河路步行街一路之隔的逍遙津公園，在經
過近一年的升級改造後，於今年 7 月 1 日恢復主體開
放。經過升級改造後的逍遙津公園，最大限度還原
公園原貌、保存歷史文化、保留城市記憶，讓市民
和遊客在優美的環境、精緻的景觀、濃烈的文化氛
圍中，盡情感受合肥這座城市深厚的歷史文化底
蘊。國慶期間，黃梅戲、廬劇等經典曲目輪番在逍
遙津蘧莊上演，遊客們在遊玩的同時，還可以盡情
欣賞夢回廬州的經典，共同感受戲曲魅力。據悉，
國慶 7 天，逍遙津公園纍計入園遊客約 50.4 萬人次，
日均遊客量 7.2 萬人。
未來，廬陽區將全面推進老城 「減法」行動，持
續探索傳統文化和現代生活的鏈接點，着力建成彰
顯合肥歷史文化核心區，讓老城區更加透氣舒適、
更具品質。
余淼淼 何曉珺
深圳远致富海珠宝
集中 2021年4月12日-2021
产业投资企业（有
14.98
8,110,935 1.88%
竞价
年10月12日
限合伙）
合计
8,110,935 1.88%
1、远致富海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非公开发行。
2、远致富海于2021年4月12日至2021年10月12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对
公司股票进行了27次减持交易（每个交易日算作一次），减持价格在14.33至
15.69元/股之间，减持均价为14.98元/股。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份
占总股本
占总股本
股东名称
股数（股）
性质 股数（股）
比例
比例
深圳远致富海珠宝产业 无限售
63,655,372 14.77% 55,544,437 12.89%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条件股份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前述减持股份的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远致富海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本公告
日，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3、本次减持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亦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
四、备查文件
备查文件：远致富海出具的《关于减持特力A股份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0月13日

購電用電，方式沒有改變，電價水平也保持不變。
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司長彭紹宗強調，此次改革，
特別強調要保持居民、農業用電價格的穩定，對居民
消費價格指數（CPI）沒有直接影響。如果市場交易
電價上浮，會在一定程度推高企業特別是上游生產企
業用電成本，對工業生產者價格指數（PPI）有一定
推升作用，但改革措施有利於改善電力供求狀況，更
好保障企業用電需求，促進企業平穩生產、增加市場
供給，從總體上有利於物價穩定。總體來看，此次改
革對物價水平的影響是有限的。

http://www.hkc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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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在華知名
企業開啟重慶行
【香港商報訊】記者童文武報道：昨日，由重
慶市政府和新加坡貿工部共同主辦，重慶市中新
項目管理局、新加坡中華總商會、重慶市渝中區
政府承辦的 「新加坡在華知名企業重慶行」活動
在重慶來福士廣場舉行。
重慶市副市長蔡允革出席活動致辭時說，今年
是中新互聯互通項目第二個 5 年的開啟之年，恰
逢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係 30 周年，中新互聯互通
項目迎來了新一輪的重大發展機遇。蔡允革表
示，重慶願與新方一道堅持高起點、高水平創新
型的方向，高標準實施中心互聯互通新的年發展
規劃，高水平推進各領域務實合作，推動中心互
聯互通項目高質量發展。
本次活動主要包括中新互聯互通項目合作對接
會、專場推介會及項目考察等，6 家新加坡駐華政
府機構負責人及 64 家新加坡在華企業、重慶 16 個
市級部門、24 個區縣及兩江新區、重慶高新區等
開放平台參加活動，這是重慶今年組織的規模最
大的一次對外招商引資活動。活動現場還發布了
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範項目總體發展
規劃（2021—2025），擬到 2025 年，重慶建設成
中國西部領先的區域性互聯互通和現代服務經濟
中心。
此次活動成果豐碩，總簽約項目數 37 個，總金
額達 41.66 億美元。據了解，截至目前，中新互聯
互通項目累計簽約商業合作類項目 147 個、總金額
約 246 億美元。

中國人工智能
大會在蓉召開
【香港商報訊】記者郭代勤報道：昨日，2021
中國人工智能大會（CCAI 2021）在成都拉開帷
幕。會上，成都高新區與中國人工智能學會
（CAAI）簽訂了共建科創中國·人工智能會地聯
合創新中心戰略合作協議。
未來，該中心將成為學會與成都攜手開展學術
交流、技術合作、人才培訓等多種科創服務的重
要平台。
大會為期兩天，設置了一系列主題報告和專題
論壇深刻呈現人工智能學術前沿、技術動態、產
業趨勢，展示人工智能學術研究以及技術創新與
行業應用的最新成果，反映產學研各界對產業數
智化發展的前沿探索和前瞻思考，引領智能科技
在進步中與多領域融合發展，激發傳統行業變革
活力。
據悉，成都高新區與 CAAI 共建科創中國·人工
智能會地聯合創新中心，將充分整合國家級學會
和地方資源，為成都高新區人工智能產業發展提
供切實有效的技術和人才支撐。根據協議，雙方
將充分發揮平台優勢及社會資源優勢，以人工智
能產業創新發展為導向，以攻克人工智能產業領
域的技術難關並掌握人工智能產業的共性、關鍵
和前沿核心技術為目標，在人才培養、決策諮
詢、協同創新、交流合作、創投孵化等方面開展
高起點、多層次、全方位的合作。
會上，依託華為成都智算中心建立的成都升騰
人工智能生態創新中心也正式揭牌。

湖北鄂州厚植企業發展「沃土」
【香港商報訊】記者吳超群 通訊員曾輝報道：記
者日前來到湖北鄂州，實地探訪該地不斷優化的營
商環境。
今年是鄂州實施優化營商環境三年行動的收官之
年。3 年來，該市營商環境持續改善，11 項評價指標
進入湖北省第一方陣，商事制度改革、中小企業公
共服務平台 「四個一」模式等創新經驗得到國家層
面的肯定。
中小企業公共服務平台，以需求為導向，回應解
決企業提出的各類訴求，為中小企業提供全方位的
集成式服務。
「通過市區、部門聯動，加強督查考核，確保企
業訴求在 5 個工作日內得到回應。」鄂州市經信局中

小企業發展科科長萬志宇說，平台運行近一年來，
共受理企業各類訴求 439 件，辦理回覆 431 件，幫助
企業爭取貸款 1.6 億元，解決用工 342 個。

對涉企案件快立快審快結
今年，鄂州市對涉企案件實行快立、快審、快
調、快結，平均審理期限同比縮短 28 天，調解撤訴
率高出其他案件 7.2 個百分點。
好的營商環境才能促進企業發展。在湖北省，鄂
州率先出台《優化法治化營商環境操作指引》的地
市。數據顯示，2021 年以來，鄂州市新登記市場主
體 11152 戶，同比增長 23.61%。市場主體總量達到
12.343 萬戶，同比增長 10.25%。

皖首家環保孵化器在合肥揭牌
【香港商報訊】安徽首家環保專業孵化器——合
肥高新環保專業孵化器合作簽約暨揭牌儀式日前在
高新區管委會舉行。此間，合肥高新區黨工委委
員、管委會副主任劉登銀和安徽環境科技集團董事
長方降龍為環保專業孵化器揭牌，高創公司和安徽
環境科技負責人就合作建設環保專業孵化器進行簽
約。
证券代码: 000025、200025
股票简称：特力A、特力B

公告编号: 2021-043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
预披露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深圳远致富海珠宝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保证
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
一致。
特别提示：
公司于2021年10月12日收到股东深圳远致富海珠宝产业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远致富海」）出具的《关于拟减持特力A部分股票的
函》，持本公司股份55,544,43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2.89%）的股东远致
富海计划在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5,863,499股（即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比例6%）。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深圳远致富海珠宝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股东持有股份的总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截至本公告日，远致
富海持有公司股份55,544,4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89%。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计划
1、减持原因：资金需要。
2、股份来源：公司非公开发行。
3、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本次减持股份数量将不超过25,863,499股（即

據了解，孵化公司將以環保產業技術和產品為着
力點，集聚孵化資源，營造專業環境，健全支撐服
務體系，為環保企業提供全方位、專業化、多層次
的服務，助推環保產業高質量發展和綠色轉型升
級。同時實行招商、孵化、資質建設三同步，力爭 3
年完成國家級專業孵化器的資質申報，孵化出 1-2
家具備上市條件的環保企業。
王芙靈 柏永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6%），其中：1）通过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8,621,166
股，即不超过总股本2%，且自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总股本的1%；2）通过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
17,242,332股，即不超过总股本的4%，且自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3个月内
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总股本的2%。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4、减持期间：自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
5、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
6、价格区间：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二）承诺及履行情况
远致富海在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时承诺：「本次认购所获股份自发行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远致富海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
诺的行为。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远致富海将根据市场等情况决定是否
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请投资者
注意风险。
2、在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公司将督促相关股东按照相关规定和有关
要求，合法合规实施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远致富海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远致富海出具的《关于拟减持特力A部分股票的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0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