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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夏寶龍在深圳會見了第七屆立法會部分
議員。夏寶龍提出五點希望，要求議員
們做立場堅定的愛國者、行政主導的體
制維護者、真正的民意代言人、高質素

的管治者、立法會新風貌的開創者。夏寶龍提出的
「五點希望」 為立法會指明工作方向，既是對新一屆

立法會議員說的，也是對全體香港特區管治者說的。
在香港由亂及治由治向興、完善選舉制度、落實 「愛
國者治港」 的新形勢下，新一屆議員和香港所有愛國
管治者，應該以 「五點希望」 為明確指引，盡職履
責，以民為本，為民謀福，開創香港良政善治新局
面，這樣才能發揮出應有的角色和作用，也才能不辜
負中央所託和市民的期待。

由中央領導人專門會見履新的特區立法會議員，具
有濃厚的政治意義，不但反映了中央對於新選制下新
一屆立法會的殷切期望，更彰顯了香港的憲制秩序，
新立法會新人事、新風格，也有新的工作要求和方
向。

立會議員應了解香港民主源流
夏寶龍特意向與會的立法會議員送贈4本書，分別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法律匯編》《香港特別行政

區制度法律文件》《 「一國兩制」 下香港的民主發
展》白皮書。夏寶龍送書當然不只是因為 「開卷有
益」 ，更反映了中央希望立法會議員能夠全面了解香
港的憲制秩序，了解香港的法源，更要了解香港民主
的源流。

夏寶龍在會上提到要從兩方面把握香港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的憲制地位。第一是香港特區立法會是單一制
國家下的地方立法機關，其權力全部來自中央，通過
基本法作出的授權，且受到中央作為授權機構的監
督，議員在立法會中的言行也要遵守基本的政治規
矩。過去一些挑戰中央、損害 「一國兩制」 的議案和
言論必須杜絕。

第二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是行政主導體制下的
立法機關，其與行政機關相互制衡、相互配合。這重
申香港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三權既各司其職，亦互
相配合，立法會的職責是監察、配合政府施政，否則
就是違反了立法會的初心和職分。

對於新立法會，夏寶龍提出了五點希望，這五點與
其說是對立法會的期望、期盼，不如說是對立法會的
明確工作要求，具體回答了新的立法會應是什麼樣
子，未來工作方向是什麼等問題。其中，一是希望全
體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全面準確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
方針及基本法，做立場堅定的愛國者。這是五點希望
第一點，也是最根本的一點，自覺維護國家主權、堅

決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真誠擁護 「一國兩制」 、效
忠香港特區，敢於與損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的言行作鬥爭，正是所有 「胸懷國之大者」 的應有之
義，這是明確的政治界線，也是對所有香港從政者的
要求。

二是希望全體立法會議員支持、監督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做行政主導的體制維護者。當中強調支持和監
督，兩者相輔相成，監督政府目的是為了支持政府依
法施政，解決各種經濟民生問題，而不是為了打擊政
府、挑動事端，立法會再也不能拖政府施政後腿。三
是要勤勉、務實、貼地、廉潔，做真正的民意代言
人。四是要勤於學習，不斷提升參政議政能力，做高
質素的管治者。五是善於團結合作，不斷提高立法會
工作效率和整體的戰鬥力，做立法會新風貌的開創
者。

這些都是對議員個人操守、行事作風、工作能力、團
隊建設的要求。正如夏寶龍指出，要用辛勤工作和亮麗
的業績，證明愛國者想做事、會謀事、敢擔事、能成
事。議員的表現不止對選民負責，也要對中央負責。

香港已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社會重回發展正
軌，立法會亦回歸理性和初心，摒棄政治分歧，聚焦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議員們肩負重任，更要履職盡
責，落實好 「五點希望」 ，真正為香港謀發展、為市
民謀福祉。

熱門
話題

香港工商總會（荃灣分會）副主席 鄺震凌

擴「疫苗氣泡」利經濟復蘇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政府將於2
月 24 日落實一系列措施，擴大 「疫苗
氣泡」 的適用範圍，不單只是局限於包
括第 599F 章的表列處所，亦會包括文
康設施和學校等處所，當局暫時亦未有

計劃將 「疫苗氣泡」 延伸至私人工作間或商場，但隨
疫情發展，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兩年，至今仍然是要以接種疫苗
為主要防疫手段。但最新變異病毒株Omicron已入侵
本港，由於這種病毒的傳播速度極快，早前在又一城
望月樓爆發的感染群組，已為本港的防疫工作響起警
號，令本港踏進了第5波疫情爆發的臨界點。接種疫

苗最少可以減低一旦染疫後的病情惡化風險。因此市
民不應再猶豫不決，應當盡快接種疫苗。

西方國家過去採取 「與病毒共存」 的防疫策略，已
證實徹底失敗，不少西方國家以往在疫情危急時就採
取封城措施，疫情稍為緩和就連口罩也除下，不遵守
社交距離限制等，都令到疫情反覆多變，唯有全民接
種疫苗及切實長時間遵守防疫規定，始能取得防疫成
效，否則只會令社會的勞動力受到影響，經濟更難復
蘇。

其實本港的情況，跟部分西方社會的防疫效果都
有相似之處，外防輸入做得不夠徹底。就以今次為
例，國泰機組人員違反家居隔離檢疫規定，外出用

膳導致 Omicron 病毒在社區爆發，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指出，雖然已向有關公司負責人嚴厲訓斥，但目
前看來，政府未必有清晰的法律基礎，對相關人員
採取法律行動。抗疫不可執法不嚴，市民違反防疫
規定都會被定額罰款 5000 元，違規播疫就更應重
罰。

自從政府公布將會實施擴展 「疫苗氣泡」 之後，首
幾天已多了市民打針，本月初接種第一針疫苗的比例
達到72.9%，近日打第一針的市民更創出新高，一天
之內就有 18000 人，及有 15000 人打第三針。這個事
實亦證明了，市民不願打針多是心理抗拒因素，接種
疫苗對身體健康的影響根本微乎其微。

全球在變種病毒極速傳播的威脅下，不少國家和地
區的民眾都已打了第三針甚至第四針加強劑，而本港
與內地恢復免檢疫通關措施，接種疫苗已經是必然需
要；全港市民都打了針的話，本港經濟全面復蘇的日
子，更可早日到來。

何子文

「五點希望」為立會指明工作方向
評論

責任編輯 江潮 美編 曹俊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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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七屆立法會選舉產生 90 名議
員，這是完善選舉制度、落實 「愛國者
治港」 後的首場立法會選舉。這次選舉
依法治港精神貫穿始終，體現了公平、

公正、廉潔，亦體現了 「愛國者治港」 原則。新選舉
制度體現了廣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衡參與性和
公平競爭性，有利香港構建優質民主，是香港 「一國
兩制」 行穩致遠的關鍵政治基礎。

新選制下的第一場立法會選舉面臨種種不確定因
素，再加上反中亂港勢力的極力抹黑與破壞，選舉能
否順利舉行面臨不少質疑。但選舉結果說明，在特區

政府及有關部門的全力保障之下，整個選舉活動在依
法、順暢、有序情況下進行，選舉過程公平、公正、
公開、安全、廉潔。

是次立法會選舉選委會界別的高投票率，也是選
民用實際行動粉碎了一些外部勢力針對選舉的攻擊
與抹黑，表明了人心所向。選舉前一段時間，一些
別有用心的人始終不死心，煽動所謂 「投白票」
「廢票」 破壞選舉，但得不到社會的響應，被市民

唾棄。選舉結果反映了香港社會思安思定的集體民
意，樹立了良好的選舉文化。事實證明，新選舉制
度是符合香港實際情況，能促進香港民主健康發

展，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保持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的好制度。

這次選委會界別具有兩大特點：一是多了地區和基
層選委，二是多了如大學校長及兩院院士之類的優秀
人才。也正因如此，選委會對於各方民意的反映、各
階層利益的維護，都有至關重要的地位。

根據新選制的制度設計，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
主要代表行業的利益，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主要代表
地區的利益。由選委會選舉產生的議席多於功能團體
和分區直選議席，能夠使立法會更好地代表香港社會
整體利益。因此，選委會界別的高投票率，正正體現
了全社會的關注期待。

今屆立法會選舉回答了 「何謂好民主」 「何謂成
功選舉」 ，幫助香港社會走出泛政治化漩渦，開啟
具理性和建設性的選舉文化，助力香港擁有更美好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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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家人願意器官捐贈，
是否同意依其意願？

如家人沒有表明器官捐贈意向，
是否同意捐出其器官？

可見，港人已愈來愈接受捐贈器官；家人支持

與否，再非拒絕捐贈的擋箭牌，反過來，只要表

達了捐贈意願，家人到底傾向尊重選擇。

假如家人沒有登記為器官捐贈者，也沒簽署器

官捐贈證，即是沒有表達明確意願呢？也有近

20%表示同意讓家人捐出器官，雖然略少於反對

的約30%，但也反映保留遺體完整再非凌駕意向

或預設答案。跟前類似，不同年齡層的回答分別

不大，不見得年紀愈大愈保守。

家人不支持器官捐贈，往往是拒絕捐贈的擋箭

牌。惟統計處的調查反映，15.1%表明不願意捐

贈器官者裏面，只有15.5%覺得這是背後原因，

反之卻有63.2%表明希望保持遺體完整。

調查進一步發現，透過改變立場、掉轉角色的

設問，假如家人本身願意捐贈器官，受訪者又是

否同意依其意願？結果顯示，多近60%均表示同

意，即使年老人士的支持率較低，但55至64歲也

有高達54.1%，跟其他年齡層相差無幾。至於表

示不同意的，則是少於10%，其中長者的反對率

僅12.9%。

家人意願左右器官捐贈？家人意願左右器官捐贈？家人意願左右器官捐贈？

大灣區人力資源及管理人員協會主席 高曉榮

立會選舉重塑理性選舉文化

回 顧 2021
年，香港的創
科和工業發展
可說是大有進

展；政府近年推動創科及再
工業化的政策和投資已漸見
成效，在國家支持與大灣區
協同發展背景下，我認為本
地的先進工業發展已踏上了
高速公路，前景一片明朗。
政府的北部都會區願景中更
分配大量土地予創科及先進
工業發展，彰顯香港對重塑
實體產業、拓展多元經濟的
決心。創科和先進工業的規
模將愈做愈大，我們必須加
快腳步，趁早為北部都會區
的先進工業布局，為產業打
通發展脈絡。

現時香港大型工業用地供
應緊絀，三個工業（現重
新定位為 「創新園」 ）使用
率逾九成，當中為先進製造
而設的高規格多層式工廈更
是供不應求。香港雖具一流
科研和營商優勢，但產業配
套及工業用地的不足就限制
了企業將高增值生產流程遷
往或擴展至香港。工總在
2020年的調研指出，分別有
69.4%和59.7%的受訪港資廠
商認為工業用地不足、工廠
大廈設計未能配合科技應用
要求，對生產線回流造成限
制。根據政府2017年《檢討
甲級寫字樓、商貿及工業用
地的需求》顧問報告的估
算，至2041年本地工業及特
殊工業用地的短缺將會超過
70公頃。

政府早前提出《北部都會
區發展策略》，打破空間和
規模的限制，為創科及工業
供應大量用地，更具備完善
生活基建配套和鄰近大灣區
的便利，讓科研、先進工業
企業和人才得以聚集發展，
創建國際創科中心。日前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以創
科為產業軸心的北部都會區
將會採用新的賣地政策，部
分土地拍賣會加入條款指明
產業用途，例如生命科學、
製造業、智能科研等。此舉

相信能更有效規劃和分配北部都會區的大量土
地，打造較現時科學園更具規模的創科產業區。

北部都會區對香港再工業化的成功極為重要，
我們期望政府在規劃過程中充分聆聽及吸納業界
的意見，合作創造理想的設施和環境予以創科主
導的先進工業。工總認為，先進電子、食品科技
及食品加工、回收環保及生物科技四個行業均具
備條件在北部都會區規模發展，善用香港所長及
北部地理和巿場優勢，成為香港再工業化的支
柱。加上政府與大灣區九巿及東南亞各國加強合
作，為業界消除貿易壁壘，相信兩大市場可成港
資廠商投資升級轉型的誘因。疫情阻礙香港與外
地的商業往來已近兩年，業界無不期望在通關
後，香港能夠把握機遇拓展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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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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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6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公司股票
已连续 4 个交易日涨停，且两次触及异常波动的情形，累计涨幅明显高于同行
业累计增长幅度。

● 2022 年 1 月 5 日，公司公布了《2021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公司本次
业绩预增大部分来源于非经营性损益，不具有持续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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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对当期净利润产生影响。

●公司近期涨幅较大，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医药流通
业务受带量采购等医改政策冲击持续承压；大健康转型需要较长的培育期，投
资收益短期难以显现。同时，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征询以及公司控股股东
向公司实际控制人问询，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皆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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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2 年 1 月 5 日、1 月 6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近期本公司经营情况正常，下属两大主业服装和医药板块各项

业务正常开展，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过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上海开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开集

团”）征询以及经公司控股股东开开集团向公司实际控制人上海静安区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问询，截至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实际
控制人均不存在涉及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
产重组、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
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等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未发现

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不涉及其他热点概念事项。就近期市
场传闻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雷允上药业西区有限公司六神丸的国家保密配方情
况，公司再次说明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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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公司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
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已经于 2022 年 1 月 6 日发布《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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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再次说明如下，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1. 公司 A 股股票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2 年 1 月 6 日，已连续四个交易
日涨停，收盘价格累计涨幅达到 39.98%，累计偏离上证指数 40.84%，累计涨
幅明显高于同行业累计增长幅度。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涨幅
明显偏高。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股票投资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
资，提高风险意识，切忌盲目跟风。

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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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有持续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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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对当期净利润产
生影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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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神丸的国家
保密配方，公司就此情况再次向市场澄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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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近年来，公司医药流通业务受带量采购等医改政策冲击持续承压；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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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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