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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九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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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免于提前三天通知的义务。
（二）通知时间：2021年12月29日以书面方式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
（三）召开时间：2021年12月31日；
地点：公司会议室；
方式：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
（四）应出席董事：6人，实际出席董事：6人。
（五）主持：陈闪董事长；
列席：监事：颜奕鸣、张彦、刘应勇
董事会秘书：袁志坚
高级管理人员：孙云芳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控股子公司授权专利使用权的议案：同意广东高空风能技术有限公司向泊能科技

（广州）有限公司以人民币7000万元授权高空风能专利的部分海上使用权
表决结果：同意：6票         反对：0 票      弃权：0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高空风能专利的部分海上使用权授权

使用的公告》（临2022-002）
三、备查资料
公司十届九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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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空风能专利的部分海上使用权授权使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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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高空风能技术有限公司（下
称广东高空）拟向泊能科技（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称泊能科技）授权高空风能专利的部分
海上使用权，总金额为人民币7000万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合同已正式签订，本次交易备案及收款存在不确定性，泊能科技存在不能按
时履行协议的风险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十届九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一、交易概述

（一）公司十届九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同意广东高空向泊能科技授权高空风能专利的
部分海上使用权，总金额为人民币7000万元。

（二）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 交易双方介绍

（一）广东高空

公司名称：广东高空风能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学大道182号C2区第5层501单元 

法定代表人：张建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696945079U

成立日期：2009年11月30日 

注册资本：17874.47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能源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服务;风能原动设备制造;软件批发;货物进出口（专营
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
涉及许可经营的产品需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

本公司持有广东高空62.8%股权，为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控股子公司。

（二）泊能科技

公司名称：泊能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胡琴

主要经营场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6号、8号夹层TN-N0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9W38QX6F

成立日期： 2021年01月08日

经营范围： 新材料技术研发;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工业设计服务;专业设计服务;普通
机械设备安装服务;运行效能评估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软件开发;风力发电技术服务;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数据处理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特种设备
设计

主要股东： 胡琴，持有100%股权。

三、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

授权方：广东髙空

使用方：泊能科技

授权标的：广东高空所拥有的高空风能专利的部分海上使用权，其中拥有的中国专利为
一种大功率伞型风力发电系统、伞型风力装置及风能动力系统、防缠绕式拉绳伞、伞型风能
转换装置及系统、一种风能采集用多动力驱动系统、一种中高空风能地面发电动力总成及发
电机组等；拥有的美国及欧洲（含英国、法国、荷兰、德国）System and method for umbrella 
power generation专利、拥有的澳大利亚System for power generation from a fluid专利等共9项专
利。该等专利分别于2012年-2018年获得，这些专利期限和本次授权使用期限将分别于2029
年3月4日-2036年9月3日到期。

交易金额：协议总金额为7000万元，专利许可费分四笔支付，其中定金2000万元（分两
笔支付，自签订协议起3日内泊能科技支付100万元，收款后5天内办理专利实施许可备案登
记，在备案登记完成后二个月内支付1900万元）；自全部备案登记完成后且无瑕疵满一年零
六个月支付2500万元；备案登记完成后且无瑕疵满两年支付2500万元。

许可区域：广东高空已取得专利的（中国、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荷兰、德
国）领地及地区所对应的大陆岸线向海洋一侧所包含的全部区域（包括空域、底土）（不包
括海南岛），泊能科技在上述海域有独占使用权。大陆岸线系指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中国地理学会主办的全球变化数据学报发布的《基于Google Earth遥感影像全球多
尺度海陆分界线数据集（2015）》 DOI:10.3974/geodb.2019.04.13.V1中关于大陆（海）岸线
的表述。据从网络查获的信息，大陆（海）岸线即为距陆地12海里内的海域部分。

本次交易合同已正式签订。

四、授权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响应党中央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的伟大目标，促进公司股东价值最大化，更好的推动
高空风能发电技术的发展，公司董事会同意广东高空所拥有的高空风能专利的部分海上使用
权授权给泊能科技，本次授权专利使用权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加速推进高空风能发电这一首创性科技项目的发展
进程。公司及广东高空将在除上述指定海域以外的陆地和海上继续积极推动高空风能发电技

术及电站的研发和建设。

广东高空自创立以来，一直处于研发状态，至今无营业收入，本次专利使用权授权将使
其增加可观的现金流入，切实改善其财务状况，协议金额7000万元将按收款时间、相关专利
剩余使用年限（7-15年）分期确认收益，具体分期计入收益额度将有待审计后确认。

五、风险提示

使用方泊能科技于2021年1月8日刚注册成立，尚无完整的年度经营数据，成立时的注册资
本为50万元人民币，2021年12月28日注册资本增加到2000万元，注册资本规模远低于本次协
议的交易金额，如果备案登记未能完成或备案登记有瑕疵，则后续款项支付存在不确定性，
泊能科技存在不能按时履行协议的风险。公司将根据相关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业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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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关于收到上海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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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本公司）、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中路
集团）、陈荣、陈闪于2021年12月31日分别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出具
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沪证监决【2021】266、267、268、269号），上海证监局对公
司、中路集团及相关责任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中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临2022-003）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决定书》中所提出的问题，将按照监管要求积极整改,加强公司董
监高相关人员的学习，强化公司治理和内控管理力度，不断提高规范运作意识；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进一步提升信息披露的质量和及时性，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权
益，在此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

特此公告。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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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假期眾多市民「打卡」
本屆深圳設計周於昨日在最後一場閉幕論壇《設

計：在解決問題和想像世界之間》對談結束後完美收
官。著名策展人崔燦燦和韓家英、劉曉都、張宇星、
高少康通過深度對話的形式，為2021深圳設計周作了
一次回溯和展望。

據悉，2021深圳設計周共展出5大板塊20餘個展覽
單元，邀請了70多位設計師參展，共展出300餘件作
品，眾多設計師×藝術家 「跨圈」創作，向世界發出
了深圳設計的聲音。

元旦假期，深圳設計周迎來眾多市民 「打卡」。從
平面設計、插畫設計、工業設計到建築設計、景觀設計，
小到日常生活、大到生產製造，設計周處處都展現出創
新設計的魅力，也得到了市民和業內人士「點讚」。

市民走進深業上城，目光所及之處都是深圳設計周
的全新視覺符號 「S」—— 「S」展板、 「S」雕塑、
「S」展旗。趣味十足的文創作品、可以組裝的木質

家具、優雅的字體設計、涉及日常生活的工業設計，
各類新奇設計令大家目不暇接。

此外，本屆設計周首次採取 「主展場」加全域 「星
展場」的方式，市區聯動打造眾星璀璨的城市設計圖
景；首次利用城市公共空間策展，使設計走出展覽
館，融入市民生活，期間跨年節日的加持，進一步促
進創意設計與節日文化交相輝映、中外文化交流碰
撞，讓市民盡享豐盛的文化嘉年華。

港台設計師創意作品互動
2021深圳設計周聯合策展人、著名香港設計師高少

康介紹，本次設計周中的特邀展中，特別邀請了藝術
家邸翩老師與她的 「小盒子工作室」小學員們帶來了
花燈 「閃亮的不老之樹」，而互動裝置 「頑皮的仙
山」和 「互動深圳」出自香港建築師阮文韜和葉小卡
之手，展示了跟觀眾互動的一面。台灣設計師朱志康
則做了一個非常具有深圳象徵意義的作品——《鯤
鵬》，鯤鵬裝置藝術坐落於深業上城，朝向蓮花山，
迎風展翅，氣勢磅礴，猶如騰飛的深圳舉世矚目。

這次選擇在深業上城舉辦設計周，可以讓大眾充分
參與進來，在帶給大眾新鮮體驗的同時，亦能給行業
一些新的思考。

設計創新科技向善
在騰訊《設計中的AI》LOVE IN DESIGN 「我想

聽見真實的世界」展覽裝置現場，市民黃發戴上耳機

感受聽障人士佩戴人工耳蝸所帶來的喧囂與復原之後
的清亮。他對記者說，此前從沒想過聽障人士面臨的
困境，無法想像失去聽覺的感受，現在戴上耳機聽到
的是聽障人士通過佩戴人工耳蝸復原後的聲音，這非
常觸動我，這場展覽很有意義，符合騰訊提出 「科技
向善」的理念，也與 2021 深圳設計周 「設計解決問
題」的主題相符。希望未來深圳設計周能多做此類展
覽，大型企業亦能善用科技，幫助更多的殘障人士。

除騰訊外，本屆深圳設計周還有華為、大疆、華大
基因等前沿科技企業參展，為深圳市民帶來親臨現場
的科技體驗，領略前沿科技的魅力。

設計與創新、品質共生共榮，設計與深圳這座城市
的創新基因有天然的關聯。高水平舉辦深圳設計周，
孵化深圳創新創意人才，促進科技創意產業發展，助
力深圳培育新的城市增長點，為戰略新興產業和未來
產業發展賦能增值，通過 「中國設計 深圳識見」，
深圳設計周已經向全世界發出了 「設計之都」的響亮
聲音。

向世界發出深圳設計聲音

深圳設計周完美收官
【香港商報訊】記者陳彥潔報

道：作為深圳一年一度的設計盛
事，2021深圳設計周於2022年 1
月3日順利閉幕。本屆設計周首次
走出展覽館、首次實行聯合策展
人制度，同時還實現了 「跨年」
舉辦。元旦假期期間，設計周吸
引不少市民前來打卡，據統計，
10天展期裏觀展人數已突破40萬
人次。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繼啟動實施
「展翅計劃」港澳大學生實習專項行動後，近日，

廣東省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實施工作聯席會議第二
次全體會議通過 《第二批青年民生實事項目》，推
出第二批5項青年民生實事。

據悉，自2018年廣東省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實施
以來，先後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青年發展的政策舉
措。廣東首批14項青年民生實事取得積極成效，其
中就包括：實施了 「展翅計劃」港澳台實習專項。

此外，還實施了新時代廣東鄉村青少年健康成長
「兩幫兩促」行動、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十大行動

等活動，啟動 「青年安居計劃」，服務青年發展成
效愈發明顯。

截至目前，廣東省累計專門推出面向高校應屆畢
業生的優惠社會化租賃住房9500餘套；供應新就業
無房職工和青年人才公租房、人才房共逾21萬套；
發放購、租房補貼約6.07億元。

廣東在總結首批青年民生實事項目進展情況的基
礎上，繼續推出第二批5項青年民生實事項目。廣東
提出開展 「青融工程」助力港澳台青年融入灣區發
展行動，實施粵港澳大灣區青年英才、青年夥伴、
青年服務三大計劃，強化交流合作，服務實習就
業、創新創業等需求。

為新到粵創業就業無住房的內地及港澳台青年、
在粵創業就業高校畢業生提供住房保障，廣東將推
進青年安居保障性租賃住房項目建設，計劃建設一
批保障性租賃住房，並設青年創新創業孵化器、青
年職業成長服務站、青年之家等綜合服務功能。

另外，廣東還將打造 「青春灣區」粵港澳青年發
展型大灣區，聚焦就業、教育、住房、身心健康、
婚戀交友等突出問題，健全重點青少年群體關愛幫
扶機制，讓灣區對青年更友好；將圍繞理想信念、
人才凝聚培育、創新創業、生活品質提升、青年文
化等領域，促進青年在灣區更有為。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近日，廣州市
委深改委印發《廣州市將海珠區打造成為高質量發
展新高地的實施意見》。

《意見》明確，舉全市之力加快建設琶洲核心
區，建設世界一流的數字經濟示範區，打造數字經
濟產業生態集群，建設 「數字+會展+總部」融合發
展的產業新高地，支持琶洲核心區創建國家級高新
技術產業開發區。

《意見》以廣州高質量發展新高地為總體定位，
推動海珠區綜合競爭力邁上新台階，建成數字生態
城，將做強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城市更新作為海
珠區發展的 「雙引擎」。其中，廣州人工智能與數

字經濟試驗區琶洲核心區是《意見》的重點，《意
見》明確，舉全市之力加快建設琶洲核心區，建設
世界一流的數字經濟示範區。打造數字經濟產業生
態集群，建設 「數字+會展+總部」融合發展的產業
新高地。

具體而言，廣州將強化科技創新策源能力，加快
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廣東省實驗室（廣州）建設，
推進數字經濟應用場景有序開發開放；推動數字技
術在智慧政務、智慧安防、智慧會展、智慧交通等
領域應用。其目標是到2025年，數字經濟核心產業
產值佔營利性服務業產值比重超過60%，軟件和信息
服務業收入超750億元。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鳳鳴 通訊員徐小瑋報
道：深圳的5G、機電、汽車、醫藥、紡織品服裝
等特色和優勢行業將在RCEP生效後迎來新的發展
機遇。2022 年 1 月 1 日零時，深圳皇崗口岸迎來
RCEP協定生效後全國首票進口貨物，5.6噸原產自
日本的反射膜經深圳海關關員查驗放行後，將用於
生產手機、數碼相機等背光源產品。該批貨物貨值
133萬元，可以節省關稅6000元左右。

同日，深圳市貿促委為戈爾（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元特鋼有限公司、深圳市新金聯貿易有限
公司等10家深圳企業簽發了28份RCEP項下原產
地證書，涉及出口金額約 300 萬美元，涵蓋化學
品、服裝、塑料製品、汽車零配件等多個種類，幫
助企業獲進口國關稅減免約4.3萬美元。

保障口岸通關更安全便利
去年 12 月，深圳市政府批准印發《深圳市關於

搶抓〈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機遇提高全球
高端要素資源配置能力的行動方案》，從產業穩鏈
固鏈等方面提出10大行動28條具體措施。

同時，深圳海關圍繞 RCEP 關於 「簡化海關程
序、高效放行貨物以便利貿易」的要求，為企業提
供 「兩步申報」和 「提前申報」多元申報方式，進
口整體通關時間相比原申報模式可壓縮一半以上，
保障協定項下的貨物在口岸通關更安全便利。

深圳市貿促委將設立 「RCEP專項服務窗口」、
組建 「RCEP專家服務隊」、開通RCEP專項服務
熱線、開展RCEP系列專項培訓、做好RCEP政策
解讀、提供定製化RCEP應用輔導以及 「網上辦」
「預約辦」 「郵寄辦」 「快速辦」便利化簽證等系

列服務舉措，及時滿足企業RCEP簽證各種需求，
幫助企業最大程度享受關稅減免。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記者從中國鐵
路廣州局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廣鐵集團）獲
悉，今年春運時間為1月17日至2月25日，共計40
天。1月3日，2022年春運第一天1月17日的火車票
正式開售。

據廣鐵集團客運部相關負責人介紹，廣鐵集團管
內已全面實施電子客票（廣深港跨境列車和廣九直
通車除外），廣鐵集團管內除廣九直通車外的旅客
列 車 均 可 通 過 中 國 鐵 路 客 戶 服 務 中 心 網 站
（www.12306.cn）和鐵路 12306 手機客戶端發售春
運火車票。

使用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和台灣居民來往大
陸通行證（俗稱 「回鄉證」）的旅客，可憑證件原
件在廣鐵管內高鐵車站指定的自動售取票機上購
票。

廣鐵集團各大車站窗口功能設置為售票、改簽、
退票、綜合業務一體化的全功能模式，特別是，各
大車站將推出自動售票機改簽新功能，旅客持電子
支付購買的未換取報銷憑證的電子客票可在自動售
票機上自助辦理改簽，更加省時方便。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報道：高福院士團隊
以柔性引進的方式 「加盟」深圳市兒童醫院，深圳
市兒童醫院近日與高福院士團隊正式簽約。雙方將
在醫療、教學、科研方面合作，推動深圳市兒童醫
院快速提升醫療服務水平，在較短時間內實現跨越
式發展。

「引進高福院士團隊，有利於我院加快建設高水
平醫院的步伐。」深圳市兒童醫院院長麻曉鵬介
紹，引進高福院士團隊後，醫院將建設 「高福院士
實驗室」，並聘請高院士擔任醫院名譽教授。合作
期內，深圳市兒童醫院將依託高福院士團隊，建設
病原快速診斷平台、免疫學研究平台、病原特異性
抗體篩選技術平台、轉化醫學平台建設、科研項目
申報和人才培養等工作並取得科研成果。

「期待在高福院士團隊的幫助下，市兒童醫院發
展得更快更好。」深圳市衛健委主任吳紅艷表示，
建設高水平醫院，需要高層次的醫療人才，希望深
圳市兒童醫院依託高福院士團隊，全面提升醫院的
醫療、教學、科研水平，努力建設區域性兒童醫學
中心，將優秀醫療資源輻射華南乃至全國，造福患
兒以及生命健康產業。

【香港商報訊】記者朱樺 通訊員徐潔芹、何金彪
報道：廣州市黃埔區 「鄉村振興號」有軌電車主題
專列首發儀式日前舉行。該主題列車以綠色、黃色
為主調，以 「一車廂一主題」為設計思路，分別打
造了 「民族要復興 鄉村必振興」 「給農業插上科技
的翅膀」 「留得住青山綠水 記得住鄉愁」 「城共融
亦共榮 舒展和美新畫卷」四大主題車廂。

據悉， 「鄉村振興號」有軌電車主題專列穿越香
雪、永和、長嶺居等片區，輻射面大，將多元化的
黃埔呈現在廣大群眾面前，讓乘客們走近黃埔、了
解黃埔、關注黃埔。

「我們想要打造一個移動的宣傳陣地，讓乘客在
行駛的過程中共享黃埔鄉村振興的成果。」黃埔區
農業農村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專列充分發揮有軌電
車車廂沉浸式宣傳優勢，多方位、立體化、多頻次
地展示黃埔區風貌，打造一張新時代鄉村全面振興
的 「黃埔名片」。

粵「青融工程」助港澳台青年融入灣區

穗琶洲將建國家級
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市民在展覽中感受通過人工耳蝸復原的聲音。 香港商報記者陳彥潔 攝

深簽發首批RCEP
原產地證書

春運車票昨起開售
廣鐵公布便民服務

深圳兒童醫院
引進高福團隊

廣州黃埔有軌電車
「鄉村振興號」首發

【香港商報訊】記者冷運軍 通訊員鳳崗宣報道：
2021第十六屆中國全面小康論壇近日在廣州市黃埔
區啟幕。當晚，廣東省東莞市鳳崗鎮榮膺 「2021年
度中國鄉村振興十大示範村鎮」獎。

近年來，鳳崗鎮綜合發展實力顯著增強，經濟實
力不斷躍升、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通過資源聚
合，促進上下游產業鏈的整合和發展，一大批重大
項目落地及投產，為鳳崗推動創新驅動發展、實現
高質量發展蓄勢聚力。目前鳳崗共有市重大項目9
個，涉及總投資額465億元。

另外，鳳崗組織引領保障和諧善治，打造人才高
地引領鄉村振興。鳳崗民生保障更有力度，文化發
展更具活力，全面鋪開各項民生實事，深入推行「民生
大莞家」項目，推進社會工作服務站建設。鳳崗城市品
質內涵迭代升級，群眾幸福指數節節攀升。

鳳崗獲鄉村振興
十大示範村鎮獎

2022年1月5日 星期三

S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