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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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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于2022年1月1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7名董事参加了表决，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郭端端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附后），任期与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届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   反对票0票   弃权票0票 
（二）、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增补张晓川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任

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期一致，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  反对票0票   弃权票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晓川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简历附后），全面主持公司日常经

营管理工作，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   反对票0票   弃权票0票
公司独立董事杨小虎先生、杨隽萍女士和钱育新先生对以上议案发表了

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
案的独立意见》。

（四）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章程》第八条修改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东

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东方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   反对票0票   弃权票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召开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2022年1月27日在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东方通信科技园召开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东

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   反对票0票   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1月12日   

附件1：董事长简历
郭端端先生：1971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现任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曾任浙江东方通信
集团有限公司企管部主任、寻呼机制造部总经理，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杭州东信移动电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杭州摩托
罗拉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诺基亚西门子通信（杭州）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附件2：董事、总经理简历
张晓川先生：1970年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曾任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秘书、企管部主任、投资管理
公司副总经理，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裁、常务副
总裁、副董事长兼总裁，珠海普天和平电信工业有限公司董事，东信和平
（新加坡）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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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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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日、1 月 10 日、1 月 11 日连续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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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股票已连续 7 个交易日涨停，且三次触及异常波
动的情形，累计换手率高达 91.43%，股票价格累计涨幅高达 70% 左右。公司
股票交易情况已经明显偏离上证指数增长幅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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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日、1 月 10 日、1 月 11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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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日、1 月 7 日分别两次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告》（公告编号：2022-001、004）以及 1 月 6 日、1 月 8 日两次披露了《股
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005）。鉴于公司 A 股股票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2 年 1 月 11 日，已连续七个交易日涨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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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累计涨幅达到 69.94%，累计偏离上证指
数 71.36%，累计换手率 91.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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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日

Stock Abbreviation: Guangdong Expressway A, B       Stock Code: 000429, 200429       Announcement No.: 2022-001
Announcement of Resolutions of the 25th (Provisional)

 Meeting of the Ninth Board of Directors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Expressway Development Co.，Ltd. 

The Company and its directors hereby guarantee that the content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s real, accurate, complete 
and free from any false record,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 or material omissions.
I. Holding of the board meeting
The 25th (Provisional) meeting of the Ninth board of directors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Expressway Development 
Co., Ltd. was held of the Company in the morning of January 11, 2022(Tuesday) in the manner of voting by cor-
respondence. The meeting notice was sent to all directors respectively by service and fax on January 7, 2022. 15 
directors were supposed to attend the meeting and all of them were actually present. The number of directors attend-
ing this meeting exceeded half of all directors, which complied with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Company Law and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Company. 
II. Examination by the board meeting
1.The meeting examined and adopted the Proposal on Increasing Capital to Guangdong Expressway Capital to In-
vest in the Equity of CMST Nanning Smart Logistics Technology Co., Ltd.
Affirmative vote 15; Negative vote: 0; Abstention: 0. 
This proposal will no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ompany&apos;s financial position and 
operating results.
III. Documents Available for Inspection
The resolutions of the 25th(provisional) meeting of the Ninth board of directors signed by the directors present and 
bearing the seal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is announcement is hereby mad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Expressway Development Co., Ltd. 
January 12,2022

3例新增確診是一家人
在昨晚舉行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上，深圳市衞生健

康委二級巡視員林漢城在會上公布新增病例的基本情
況：病例5：男，51歲，深圳市龍崗區布吉街道某公
司員工，居住在羅湖區清水河街道草埔西社區鶴圍村
64棟；病例6：女，72歲，是病例5的母親，居住在
深圳市羅湖區清水河街道草埔西社區鶴圍村64棟；病
例7：女，77歲，是病例5的岳母，居住在深圳市羅
湖區清水河街道草埔西社區鶴圍村 64 棟；病例 8：
女，27歲，深圳市龍崗區坂田街道貝爾路神舟電腦大
廈某公司員工，居住在龍崗區坂田街道僑聯東5巷，
是病例2的同事，1月8日作為密接者集中隔離管控。
4人均已轉送至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應急院區隔離治
療，目前情況穩定。

林漢城介紹稱，病例5、6、7為同一家庭成員，與
之前確診的4名病例或是密接者，或存在時空交集，

彼此關聯，屬於同一傳播鏈，傳播鏈條清晰。

軌跡涉羅湖龍崗福田
經初步排查，4 名病例近日的主要活動軌跡涉及 2

條地鐵線和羅湖、龍崗、福田 3 個區。地鐵 5 號線
（楊美站、五和站）、10號線（貝爾路站）。羅湖區
清水河街道樟輋村11棟、清水河街道樂百家商店（鶴
圍店）、清水河街道隆多福生活超市（清水河分
店）、清水河街道叮噹智慧藥房（羅湖草埔店）。龍
崗區華潤萬家布吉萬象匯店、下水徑店，坂田街道貝
爾路神舟電腦大廈，坂田街道楊美社區僑聯東二巷三
津湯包，坂田街道楊美社區僑聯東二巷正宗重慶麻辣
燙，坂田街道楊美社區僑聯東一巷匆忙客快餐，坂田
街道楊美社區僑聯東三巷美宜多生活精選超市（橋聯
東景田專賣店）。福田區園嶺街道八卦二路1號旭飛
花園B棟1-2層沃爾瑪（深圳紅嶺店）。

目前深圳相關部門已全面核查8名病例14天內的活

動軌跡、人員接觸情況，已追蹤密接者1577人、次
密接者1942人，均已按要求管控。所有病例的工作
地、居住地已實施管控措施，就餐地點、活動場
所、交通工具等重點場所已進行環境核酸採樣和終
末消毒。

24小時熱線服務封管區
龍崗區委常委、副區長谷更軍表示，龍崗區新劃

定坂田街道僑聯東五巷8號、五巷9號和六巷9號共3
棟樓為封控區；新劃定坂田街道東至南坪快速路、南
至馬安堂中興路、西至環城南路、北至布龍路的圍合
區域為管控區。坂田街道新設立24小時服務熱線，電
話號碼為84745128。

龍崗區第3號通告顯示，自1月11日起，將吉華街
道現有封控區、管控區以外區域調整為防範區，至
此，布吉、坂田、吉華街道除封控區、管控區外區域
均為防範區，並進一步加強全區相關場所防控措施。

羅湖區委常委、副區長夏東介紹，羅湖區在清水河
街道劃定封控區和管控區，封控區為草埔西社區鶴圍
村 31 棟至 92 棟；管控區為草埔西社區東至廣深鐵
路，南至清水河環倉北路，西至紅崗北路，北至布吉
粵寶路的圍合區域。

羅湖區已對封控區、管控區內居民小區實行圍合式
管理，如居民遇到生活、就醫等困難，可撥打清水河
街道服務電話：22235172、22235896。

【香港商報訊】記者冷運軍報道：廣東省東莞市第
十七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昨日開幕。東莞市長
呂成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2021年，東莞預計全
年經濟總量突破萬億元大關；2022 年，東莞將 GDP
增速目標設為5.5%左右，並將實施提升製造業核心競
爭力、堅持創新、優化環境激發市場活力及重大項目
重大平台帶動、深度融入 「雙區」 「兩個合作區」等
系列政策。

強產業優環境融「雙區」
呂成蹊在《報告》中指出，東莞堅定強化科技創新

賦能先進製造，將松山湖科學城打造成為高質量發展
的核心引擎。大力建設科學城核心創新區，加快散裂
中子源二期建設，推動先進阿秒激光設施盡快動工建
設、南方先進光源項目加快預研；爭取材料實驗室成
為國家級研發機構，聚焦新能源材料、電子信息材
料、生物醫藥材料等領域加強技術創新；加強與光明

科學城、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廣州南沙科學城等聯
通聯動，共築灣區半小時科研圈；加快建設松山湖科
技交流平台；推動大灣區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東
莞）納入省 「十四五」高校設置規劃，支持東莞理工
學院建設國際合作創新區。

東莞將實施支持外經貿高質量發展六大行動，力爭
進出口總額達到1.56萬億元。優化升級空港中心、中
歐班列、東莞港等設施構建現代外貿物流體系，高標
準建設虎門港綜保區，加快清溪保稅物流中心建設，
支持寮步申報保稅物流中心，推動三大車檢場新功能
區升級改造；壯大市場採購、跨境電商等外貿新業
態，實施擴大進口及增加境外優質產品和服務的採
購；全力申報深化兩岸創新發展合作試驗區，推動台
資企業加快轉型升級。

今年將培育若干家國家級製造業單項冠軍、15家專
精特新 「小巨人」企業和60家百強瞪羚企業，新升規
企業超過600家、高企總數突破8200家。深入實施企

業上市發展鯤鵬計劃，新增上市和過會企業 10 家以
上。做強做優做大市屬國有企業，力爭實現總資產突
破8000億元、經營核心指標穩步增長。

粵港澳大灣區及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
範區，橫琴及前海 「兩個合作區」建設等為東莞釋放
機遇，東莞將研究制定支持濱海灣新區、水鄉功能區
高質量發展相關文件，重點加大土地整備、城市更
新、區域聯動等方面政策支持。同時，東莞深化與港
澳的對接合作，加快推進國際商務區香港中心、常平
「香港城」等項目建設，不斷完善松山湖港澳青年創

新創業基地、濱海灣青創廣場公共服務配套，吸引更
多港澳青年來莞就業創業；探索推動港資企業商事登
記全程電子化改革，支持在莞港澳企業就地轉型升
級；探索建立莞澳轉口貿易合作聯盟，打造更多經貿
交流合作服務平台；落實推進大灣區職稱評價和職業
資格認可政策，在法律教育、醫療衞生、建築規劃等
領域引進更多港澳專業人士到莞執業發展。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記者從深圳市交
通運輸局獲悉，深圳港作為全國最大的LNG接卸港，
2021 年 LNG 接卸量 1199.62 萬噸，同比增長 25.3%，
穩居全國前列。

長期以來，深圳市交通運輸局會同各相關企業，以
LNG 接卸港為基點，致力於粵港澳大灣區乃至全國
LNG供應保障，同時，積極推廣LNG在深圳交通運
輸行業的應用。

深圳港LNG加注碼頭獲「身份證」
據悉，2021 年深圳港推動試點國際航行船舶保稅

LNG 加注業務，加注泊位作業資質是試點船舶保稅
LNG加注落地的必要條件，為此，深圳市交通運輸局
成立工作專班專項推進，經過比選，確定了以華安碼
頭現有LNG泊位作為加注母港的工作方案，華安碼頭
位於主要的油氣品專用港區深圳港下洞作業區，可靠
泊1-9萬方LNG加注船，經LNG裝船工藝和多輪安

全審查，於 2021 年 11 月 4 日核發了
LNG 加注業務經營許可。至此，深
圳港LNG加注碼頭取得了有效 「身
份證」，具備了LNG加注船舶裝船
功能，為深圳港推動LNG加注中心
建設邁出堅實一步。

LNG 加注中心建成將吸引國際大
型LNG動力船舶停靠深圳港，推動
深圳市綠色航運發展，鞏固深圳港
集裝箱船舶國際樞紐港地位，由此
也可衍生更多的航運服務、金融服
務和國際貿易，帶動配套的倉儲、
物流、保險等行業，為深圳經濟發
展提供新的經濟增長點，成為粵港
澳大灣區能源行業發展的新引擎。
下一步，深圳市交通運輸局還將會同相關部門，在綠
色交通資助政策中針對LNG動力船舶統籌考慮財政資

助，大力推動國際大型LNG動力船舶停靠深圳港口加
注LNG。

【香港商報訊】記者易小婧 通訊員陳晨報道：1
月10日，深圳羅湖中醫院門診樓前廣場，無人機
載着蓮塘各採樣點的核酸標本起飛。13分鐘後，無
人機降落在羅湖醫院集團醫學檢驗中心。相比地面
運送，這位 「空中快遞員」能將運輸時間從一個多
小時縮短到13分鐘，提高檢驗報告效率。 「抗疫
就是和病毒賽跑，我們如果能在核酸採樣以及運輸
過程節省時間，就能為抗疫爭得主動權。」羅湖醫
院集團黨委書記、院長孫喜琢表示，差不多一年多
前，集團開始用無人機運送醫學樣本，這次疫情正
好發揮了作用。

目前運送標本的無人機為順豐方舟 40 無人機，
載重10公斤，最大承載量達800管標本。有特殊保
溫箱和內部冷鏈措施，確保標本運輸箱內恆溫2-8
度，能保障標本的品質安全，適用於中雨、中雪和
5級大風天氣。

「抗疫以來，我們用了各種互聯網等現代先進手
段，為羅湖區抗疫帶來了很大方便。同時，這樣一
個先進手段在未來醫學領域應用、防疫應用都探索
了一個很好的經驗。」孫喜琢說。

華南物流辦公樓需求旺盛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來自仲量聯行的

數據分析顯示，2021年廣州甲級辦公樓市場整體回暖，
全年凈吸納量近50萬平方米，同比增長約47%，新經濟
行業快速擴張與金融機構需求穩健成為主要動力。

仲量聯行華南區商業地產部總監馬煒圖表示，未來
12個月內，預計廣州甲級辦公樓市場總體將趨穩。

由於大灣區新經濟繁榮，華南物流市場在商業地產
中表現極其亮眼，領跑全國。仲量聯行認為，在疫情
期間，相較於其它房地產板塊，物流地產可能是在疫
情中 「受益」最為明顯的行業。華南主要非保稅物流
地產市場供不應求，廣州、深圳、東莞、佛山和惠州
空置率均低於5%，其中東莞、廣州、佛山租金同比增
長高達5-7%。

穗海關為企業開闢臨時郵路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近日，數輛裝載

1824袋郵袋、合計19.35噸出境郵件的車輛陸續駛出廣
州國際郵件互換局，經廣州南沙港海運運輸到日本川
崎等地。據悉，這是進入新年以來廣州海關助力郵政
企業通過海運渠道疏運出境的首批郵件。

「由於國際空運航線的縮減，相比廣州轉運到其他
機場集中發運的方式，從南沙港直接裝船走海運出
境，可以省去比如到上海等城市集中的陸路運輸、裝
卸及等候航班時間，國內物流環節可以壓縮約7天左
右；而且海運一次性可以運送更多郵件，運輸成本也
降低不少。」中國郵政集團有限公司廣東省航空郵件
處理中心總經理駱勇平介紹。

白蕉海鱸嘉年華預購超2億斤
【香港商報訊】記者徐紅 通訊員莫景文報道：近

日，2021 「白蕉海鱸」品牌網絡活動周暨第四屆 「白
蕉海鱸」旅遊文化嘉年華在珠海市斗門區白蕉鎮開
幕。本次嘉年華首次引入 「網絡節+雲展會」模式，線
上吸引上百萬人次觀看，線下14企業預採購海鱸量超
2億斤，約佔 「白蕉海鱸」全年養殖量的70%，採購額
超20億元。這意味着2022年 「白蕉海鱸」養殖產量已
經提前預銷70%。

深圳港去年LNG接卸量增長25.3%

東莞深化與港澳合作 今年GDP增速料達5.5%

深圳新增4宗確診個案
行動軌跡涉地鐵超市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實習生張靖祥報道：昨日，深圳新增4例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截至當天17時，深圳累計報告8例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新增4病例與之前確診的4名病例或是密接者，或存在時空交集，彼
此關聯，屬於同一傳播鏈，傳播鏈條清晰。

羅湖用無人機
「快遞」核酸標本

LNG接卸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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