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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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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2 年 1 月

5 日收盘价格再次涨停，短期内公司股价累计涨幅较大，可能存在非理性炒
作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 2022 年 1 月 5 日，公司公布了《2021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预计
2021 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982 万元至 2,256 万元之间，
预计每股收益 0.08-0.09 元 / 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预计仅为 335 万元至 500 万元，预计扣非后每股收益仅为 0.01-0.02
元 / 股。公司本次业绩预增大部分来源于非经营性损益，类似此次专项政府
补助以及综合改革成本的支出皆是非经常性发生的，不具有持续性，仅对当
期净利润产生影响。

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 1 月 4 日连
续 3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公司已于 2022 年 1 月 5
日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2-001）。2022 年 1
月 5 日公司股票价格再次涨停。鉴于短期内公司股票价格波动较大，公司现
对有关事项和风险说明情况如下，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 1 月 4 日、2022 年 1 月 5 日连续

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累计涨幅达到 30.01%，累计偏离上证指数 30.66%。
公司短期股价涨幅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二、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经营情况正常，下属两大主业服装和医药板块各项业务

正常开展，也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
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相关风险提示
1.2022 年 1 月 5 日，公司公布了《2021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预计

2021 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982 万元至 2,256 万元之间，
预计每股收益 0.08-0.09 元 / 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预计仅为 335 万元至 500 万元，预计扣非后每股收益仅为 0.01-0.02
元 / 股。（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5 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公司本次业绩预增大部分来源于非经营性损益，类似此次专项政府补助以
及综合改革成本的支出皆是非经常性发生的，不具有持续性，仅对当期净利
润产生影响。

2. 近期市场传闻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雷允上药业西区有限公司拥有六神丸
的国家保密配方，公司就此情况说明如下：公司没有任何国家保密医药配方，
也没有六神丸的生产业务。

3. 公司正在积极谋求“大健康”转型，但是业务转型需要较长的培育期，
投资收益短期难以显现，如果转型项目逐步推进，在项目推进之初可能会对
公司利润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和《香港商报》为本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www.sse.com.cn) 为本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的网站 ,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
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月 6日

習近平考察冬奧會場館強調有信心有能力

A股調整走勢
春季行情可期

北京冬奧組委新聞發言人亮相

【香港商報訊】記者胡秦玉報道：據陝西省西安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消息，截至1
月4日24時，西安市本輪疫情纍計報告本土確診病
例1793例。其中1月1日新增病例122例，2日新增
90例，3日新增95例，4日新增35例。

西安市副市長徐明非表示，從近3輪核酸篩查的
情況看，西安的病例總量呈現下降趨勢，都是在隔
離管控人員和封控、管控區域發現的，社會面基本
實現清零，疫情蔓延勢頭得到有效遏制。說明西安
市全面收緊社會管控、實施最嚴格的防控措施，方
向和舉措是正確的，效果正在逐步顯現。但由於新
冠病毒具有一定潛伏期，從感染到發病有一個過
程，不排除疫情有零星散發可能，所以現在西安依
然處在疫情防控關鍵期，不能有絲毫麻痹鬆懈。

截至1月4日24時，西安市正在集中隔離人員有
42000餘人。 「隔離管控是阻斷疫情隱匿傳播、實
現 『社會面清零』的關鍵措施，而實現 『社會面清
零』則是後續實施降級管控、恢復社會秩序的必備
條件，所以還需要大家暫時繼續堅守，嚴格遵守各
項防控措施。」徐明非說。

1月5日，北京冬奧組委新聞發言人趙衛東（左）和
嚴家蓉正式與媒體見面。 新華社

西安本輪疫情：
社會面基本清零

堅持綠色辦奧注重低碳使用
12月4日上午，習近平首先來到國家速滑館，結合大

屏幕聽取場館設計理念、建設過程、運行情況介紹。在
主席台區，習近平仔細察看場館內部布置及賽道，詢問
場館賽時運行規劃和賽事服務保障準備情況。習近平指
出，要堅持綠色辦奧、共享辦奧、開放辦奧、廉潔辦奧
的理念，突出科技、智慧、綠色、節儉特色。無論是新
建場館還是場館改造，都要注重綜合利用和低碳使用，
集合體育賽事、群眾健身、文化休閒、展覽展示、社會
公益等多種功能。要在運營管理中融入更多中國元素，
使之成為展示中國文化獨特魅力的重要窗口，成為展示
中國冰雪運動發展的靚麗名片。

傳播冬奧消息講好中國故事
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主媒體中心毗鄰國家速滑館，

賽時將會作為全球註冊平面媒體和轉播商的工作總部。
習近平強調，主媒體中心把主新聞中心和國際廣播中心
整合起來，統籌賽時服務功能和賽後會展功能，做到了
綠色辦奧、節儉辦奧。他指出，對北京冬奧會、冬殘奧
會來講，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是最大的考驗。主
媒體中心要做好各項運行、服務、保障工作，既要保障
好各項新聞報道和傳輸轉播功能的安全運行，又要確保
疫情防控安全。他希望國內外媒體和記者深入報道，講
好各國奧運健兒激情拚搏的故事，講好中國籌辦北京冬
奧會、冬殘奧會的故事，講好中國人民熱情好客的故
事，全面、立體、生動地把北京冬奧盛會傳到全世界。

三個賽區要形成一盤棋
當天下午，習近平來到北京冬奧運行指揮部調度中

心，聽取北京完善賽時指揮調度和城市運行保障協調機
制情況介紹，並向現場工作人員了解突發事件應急處置

預案等內容。習近平指出，加強統一指揮調
度，是確保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順利的關
鍵。北京、延慶、張家口三個賽區要加強協調配
合和統一指揮調度，形成一盤棋。北京要擔負
起牽頭抓總職責。

離開調度中心，習近平來到二七廠冰雪項
目訓練基地考察調研。習近平強調，當今世
界，科技在競技體育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
建設體育強國，必須實現高水平的體育科
技自立自強。要綜合多學科、跨學科的
力量，統籌推進技術研發和技術轉
化，為中國競技體育實現更大突破
提供有力支撐。

專項體能訓練館內，運動
員、教練員、服務保障人
員代表以熱烈掌聲歡迎
總書記的到來。習近平
向大家揮手致意。

習近平指出，作為東道
主，我們不僅要辦好北京
冬奧會、冬殘奧會，而且
要努力取得好成績。他強
調，人生能有幾回搏，長
期準備、在此一舉。希望
大家增強為國爭光的志氣
和勇氣，堅持拚字當頭，
敢於拚搏、善於拚搏，在
奧運賽場展現新時代中國
運動員的精神風貌和競技
水平，力爭在競技上、道
德上、風格上都拿最好的
獎牌。

【香港商報訊】昨日上午，北京冬奧組委新聞發言
人亮相暨主媒體中心投入運行新聞發布會在北京冬奧
組委總部舉行。北京冬奧組委新聞發言人趙衛東、嚴
家蓉正式與媒體見面。

場館設施如期完工運行良好
趙衛東表示，北京冬季奧運會，中國做好了準備。

趙衛東用八個字概括北京冬奧場館和基礎設施建設
——如期完工、運行良好。所有12個競賽場館全部完

工，通過國際冬季單項體育組織認證，全面投入

使用。三個冬奧村、一個主媒體中心等非競賽場館也
已經交付使用。無障礙設施環境依照設計全面提升，
可以滿足舉辦冬殘奧會的要求。 「我們亦舉辦了10項
國際測試賽、兩項國內測試活動和三個國際訓練周活
動，共有2000多名境外運動員、隨隊官員和國際技術
官員等對場館和基礎設施非常滿意。」

他說，我們始終把參會各方的健康安全放在首位，
與國際奧委會、國際殘奧委會等密切溝通協調，先後
發布疫情防控關鍵政策和兩版防疫手冊，明確了遠程
防控、疫苗接種、入境檢測、閉環管理、自我健康防
護等方面的防疫措施。此外，賽會酒店、餐飲、醫療
衞生、交通保障、志願者培訓等各項工作都已經按照
「一個標準」實現了 「全面建成」。

帶來豐富的中國春節文化體驗
嚴家蓉強調，在新冠疫情大背景下，將對北京冬奧

會和冬殘奧會的所有來華涉奧人員（包括國內相關工
作人員）實行嚴格的閉環管理，與此同時，也將為閉
環內的各方提供暖心服務和保障， 「做到防疫有力
度，服務有溫度」。

嚴家蓉還說： 「北京冬奧會賽期恰逢中國傳統節日春
節，在中國民眾歡慶春節的氛圍下，本屆冬奧會還將給
世界帶來豐富的中國春節文化體驗。我
相信這種體育和文化、東方和西方的融
合會給人們帶來特別的感受。」

【香港商報訊】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
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近日在北京考察2022年冬奧
會、冬殘奧會籌辦備賽工作時

強調，辦好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是我們向
國際社會作出的莊嚴承諾。經過幾年努力，各項
籌備工作基本就緒，我們完全有信心、有能力為
世界奉獻一屆精彩、非凡、卓越的奧運盛會。要
堅定信心、振奮精神、再接再厲，全面落實簡
約、安全、精彩的辦賽要求，抓緊抓好最後
階段各項賽事組織、賽會服務、指揮調

度等準備工作，確保北京冬奧會、
冬殘奧會圓滿成功。

【香港商報訊】記者朱輝豪報道：A 股三大指
數昨日集體收跌，其中滬指下跌1.02%，失守3600
點整數關口，收報 3595.18 點；深證成指下跌
1.80%，收報 14525.76 點；創業板指下跌 2.73%，
收報3161.51點。市場成交額達到1.3萬億元，下跌
股票數量接近3500家。受訪專家認為，市場風格短
期出現一定的切換，連續兩日的震盪並不足慮，當
前市場仍處 「可為階段」，春季行情可期。

市場風格短期切換
A 股延續震盪調整走勢，題材概念表現低迷，
新年首個交易日大跌的鋰電池、光伏概念昨日

再度大幅下跌；軍工概念股同樣重挫；以
芯片為首的科技題材亦大跌。北上資金

全天凈買入30.46億元，為連續第7日
凈買入。

前海開源基金首席經濟學家楊德
龍對本報記者表示，今年A股市場
剛開市出現連續兩日的調整，去
年漲幅比較大的新能源板塊出現
領跌，而低估值的板塊，比如說
銀行、地產、家電等板塊則出現
一定的回升。市場的風格短期出現

一定的切換，從去年炒成長逐步轉
配置價值，低估值藍籌股迎來了回
升機會。 「2022 年的行情是以業績
為王，業績優良的好公司有望表現

得更好，投資者會更加看重上市公司
的盈利增長，優質龍頭股有望出現恢復性上
漲的機會。」楊德龍如是說。

對於後市走勢對於後市走勢，，東吳證券分析東吳證券分析，，從盤面風格來從盤面風格來
看看，，價值股不管是大盤還是中小盤價值股不管是大盤還是中小盤，，都碾壓成長都碾壓成長
股股，，可能是對過去一年市場風格的糾偏可能是對過去一年市場風格的糾偏，，對於個對於個
人投資者人投資者，，在當前市場未明朗前在當前市場未明朗前，，不妨多看少不妨多看少
動動。。

在楊德龍看來，2022年是價值投資的大年，與
2021年有很大的區別。2021年主要是周期股、成
長股及小盤股的行情，而業績優良的藍籌股表現
相對較差。在新的一年裏，市場的投資主線逐步
轉向於業績為王。 「現在A股市場逐步進入到機
構投資者時代，機構投資佔比越來越高。居民儲
蓄向資本市場大轉移，新基金的發行量維持在高
位，會給A股的優質股票帶來機會。因為大部分
基金經理都會看重公司的基本面、估值。另外，
外資也將流入到A股市場。」楊德龍說。

當前有部分投資者擔憂中國移動的巨量IPO會對
市場造成負面衝擊，廣發證券認為無需過分擔心。
展望 2022 年春季躁動行情，廣發證券建議抓住
「雙碳新周期」和景氣變化，認為當前市場仍處
「可為階段」，建議繼續圍繞 「雙碳新周期」下的

產業/政策線索，以及 「高頻預期景氣度觀測模
型」指引下的產業中期景氣預期，布局春季躁動。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彬彬報道：記者從北京市
政府新聞辦獲悉，日前2022年北京冬奧會北京頒
獎廣場完成全要素演練，此次是北京頒獎廣場首度
「帶妝」演練，標誌着北京頒獎廣場已具備賽時運

行條件。
北京頒獎廣場作為2022年冬奧會重要的非競賽場

館，將為大部分北京賽區獲獎運動員頒發獎牌。北
京頒獎廣場場館媒體副主任魏曉梅介紹，頒獎廣場
是冬奧會區別於夏奧會的重要文化特徵，不同於夏
奧會，冬奧會比賽結束後，通常會在賽場內先舉行
頒發紀念品的儀式，再來到專門的頒獎廣場，為獲
獎運動員舉行隆重的頒獎儀式。由於延慶賽區距離
較遠，頒獎儀式將在比賽場館現場舉行，而張家口
賽區同樣建有頒獎廣場。

北京頒獎廣場位於北京奧林匹克公園中心區 「鳥
巢」和 「冰立方」之間，總佔地面積 1.8 萬平方
米，為全臨建室外場館。北京頒獎廣場賽時運行期
共計14天，承擔北京冬奧會北京賽區32個比賽項
目的獎牌頒發儀式，與張家口頒獎廣場的頒獎儀式
交替全球直播。

北京頒獎廣場總導演秦崢介紹，北京頒獎廣場主
舞台採用 「美美與共」的設計理念，舞台設計融入
「雪屋」視覺元素，既有冰雪特色，又有 「家」的

溫度。據悉，賽時每天的頒獎儀式開始前將進行
20分鐘綜合文藝演出，儀式結束後還有5分鐘燈光
秀表演。演出將以 「冰雪激情、榮耀夢想」為主
題，展現冰雪氣質、世界風情，融入北京地域特
色，以青春動感的表演風格呈現傳統與現代的交融
之美。

北京頒獎廣場
具備賽時條件

「相約北京」 系列測試賽。 新華社

高山滑雪醫療保障團隊
在崇禮訓練。 新華社

國家跳台滑雪中心國家跳台滑雪中心
「「雪如意雪如意」」 。。 新華社新華社

為世界奉獻精彩非凡卓越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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