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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區內設10檢測點居民「願檢盡檢」
屯門疑隱形傳播當局籲早檢

【香港商報
訊】記者何加
祺報道：本港
新冠肺炎疫情

持續肆虐，昨日新增21宗確診個案，其中13宗是
輸入個案、8宗與輸入個案有關連個案，至今累計
共12980宗；另有5宗初步確診個案。屯門東亞大
藥房群組再新增1人確診及2人初步確診，當中2
名確診人士的全基因測試，與早前確診的國泰空
少百分百確定屬相關個案。因應屯門區出現懷疑
隱形傳播鏈，政府在未來數日，增加屯門區檢測
點至10個，呼籲所有區內居民及於該區工作的人
士，盡快進行檢測。

15議員聯署倡
「安心」實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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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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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

司」)控股股东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羊绒
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股份775,406,52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54.30%，
本次解质后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35,770万股，占其持股数量
比例46.13%。

一、上市公司股份解质押
公司今日接到控股股东羊绒集团通知，其持有的我公司4,000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2.80%）无限售流通股，原质押给中国进出口银行内蒙古自
治区分行的公司股份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解质押登记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羊绒集团
本次解质股份（股） 40,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16%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80%
解质时间 2022年1月10日
持股数量（股） 775,406,529
持股比例 54.3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357,7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6.1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5.05%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羊绒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鄂尔多斯资产管理

（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公司」)共持有公司股份952,646,189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66.71%。其中，羊绒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775,406,529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54.30%；香港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77,239,66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2.41%。本次股份解质后，羊绒集团累
计质押数量为35,770万股，其一致行动人香港公司不存在股份质押情形。

特此公告。
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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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神奇制药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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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神奇制药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

股股东贵州神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奇投资”）持有公司 131,301,62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24.59%；本次解除质押 9,000,000 股，剩余质押股份 0 股。

● 神奇投资及其控股公司贵州迈吉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吉斯”）
合计持有公司 219,303,566 股，占公司总股本 41.06%；本次解除质押后，剩余质押
股份 0 股。

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神奇投资的通知称：神奇投资将其原质押给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东山支行的本公司 9,0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目
前股份总数的 1.69%，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 6.86%，有关详情请见本公司“临 
2019-039”号公告）予以解押。  

 一、本次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神奇投资
本次解质（解冻）股份 9,000,000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86%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69%
解质（解冻）时间 2021 年 10 月 27 日
持股数量 131,301,620 股
持股比例 24.59%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 0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控股股东本次解质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控股股东及其控股公司的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控股公司的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解除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量（股

本次解除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神奇投资 131,301,620 24.59% 9,000,000 0 0 0

迈吉斯 88,001,946 16.48% 0 0 0 0

合计 219,303,566 41.06% 9,000,000 0 0 0

注：以上表格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上海神奇制药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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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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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 16.5 亿元至 18.5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增加 10.43
亿元至 12.43 亿元，同比增加 171.97% 至 204.93%。

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 202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增加 10.46 亿元至 12.46 亿元，同比增加
172.59% 至 205.58%。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1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

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10.43 亿元至 12.43 亿元，同比增加 171.97% 至 204.93%。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增加

10.46 亿元至 12.46 亿元，同比增加 172.59% 至 205.58%。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669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0,629 万元
（二）每股收益：0.5246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1. 报告期内，公司主导产品受市场积极影响，售价及产量较上年同期有所上升；
2. 公司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有效提升了运营管理效率，降本增效，提升盈利

能力；
3. 公司化工区下游企业销售合同执行良好，公司生产装置保持高负荷稳定运行。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因权益法核算的投资企业盈利能力较上年有提高，本期投资收益预计为 3.1 亿元

左右。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

计后的 2021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1 日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民建聯數名成
員昨早到政府總部遞交請願信，稱鑑於新一波新冠
疫情正威脅社區健康，各個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及檢
測中心分別湧現人龍，而隨愈來愈多市民需要入
住檢疫中心，檢疫中心的床位及人手亦愈見緊絀，
故要求特區政府加強社區抗疫工作，包括增設更多
檢測中心等。

應盡快增設檢測中心
立法會議員陳學鋒、梁熙、周浩鼎和陳勇等4人

手持橫額，並高叫 「增加檢測中心數目，杜絕隱形
傳播鏈」、 「提供後備床位，紓緩檢疫中心壓
力」、 「即時增派人手，提升檢疫中心工作效
率」，以及 「增設疫苗接種中心」等口號。

民建聯具體提出3項應對措施，包括重開更多疫
苗接種中心、增加社區檢測中心數量及加強病毒檢
測能力、籌備應急方案應對檢疫中心床位和人手日
趨緊張問題。

民建聯以屯門為例，指由於區內出現確診個案，
導致檢測需求大，要求當局進一步開放更多地點作
為檢測中心。他們又舉例指，湖山社區會堂在去年
已有作為檢測中心的經驗，適宜再次開放。而 「疫
苗氣泡」措施執行在即，當局有必要大幅增加疫苗
接種中心，應付接種疫苗的需求，縮短輪候接種疫
苗時間。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昨日宣布，本月底重開2間新冠疫苗接種中心，令
社區接種中心增至14間，而衛生署轄下15間長者健
康中心亦將為長者接種疫苗，以及將接種科興疫苗年
齡降至5歲。同日，新一批（第六批）約40萬劑科興
疫苗由北京運抵香港。

冀下月接種率升至87%
林鄭月娥表示，宣布將落實 「疫苗氣泡」後，近日

市民接種新冠疫苗意欲上升，目前接種首針比率是
74.7%，情況不錯，尤其長者接種率持續上升。她期
望提高長者接種率，指現時全港 60 歲以上長者仍有
90萬人未打針；衛生署轄下18間長者健康中心，將
有 15 間為長者提供接種疫苗服務，預計每日可接種
2000劑疫苗。按照目前首針的接種量，1個月後接種
率可升至87%。她歡迎安老業界邀請醫生到院舍進行
評估，鼓勵院舍長者打針，勞工及福利局將配合有關
工作，有需要可提供到診津貼。

至於兒童接種疫苗方面，林鄭月娥指專家委員會
已批准 5 至 11 歲兒童接種科興疫苗，特區政府會籌
備為兒童接種疫苗工作，將以學校為本，派出外展
隊到學校打針，教育局和公務員事務員將會作出統
籌。

美容業界盼春節前可復業
另一方面，美容業界昨日發表聯合聲明，稱支持政

府 「精準抗疫」，倡議提早啟用 「疫苗氣泡」。業界建
議，政府檢討現行的抗疫措施，因時制宜採用新機制面
對多變的疫情，精準抗疫或參考內地的方式，快速圍截
爆疫的地點，採取一連串必要的防疫措施，非以《預防
及控制疾病規例》599F處所為唯一的參考。美容業14個
協會、商會、工會聯合要求政府以疫症爆發的地點為封
檢的依據，業界願意提早啟用原訂於下月24日啟動的
「疫苗氣泡」，並期望在農曆新年之前可以復業。
同時，美容業界希望政府按照租約及強積金，根據停

業日數為受影響的僱主及僱員提供補償，而因美容院(包
括美甲、美睫及生髮)停業而連帶受影響的供應商，當中

包括美容儀器及產品供應商等，亦希望政府同樣提供補
償。根據政府資料，本港美容院達1萬間，當中不少是
中小微企，受影響家庭人數達10萬人以上，過去停業已
達151天，這次再度被停業，年關將近，苦不堪言，期
望政府盡快與業界商議復業及補償安排。

港大17日起加強抗疫措施
此外，香港大學昨日宣布，17日起加強校園新冠肺

炎抗疫措施，所有進入校園人士必須完成接種新冠疫
苗最少 14 天，或出示每周的最新檢測結果。港大表
示，措施適用於港大轄下所有校園範圍和設施，包括
大學本部和醫學院、菲臘牙科醫院、堅城中心辦公
室、運動中心和設施，以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分
布全港的教學地點和設施。

【香港商報訊】記者唐信恒報道：香港理工大學團
隊利用大數據預測Omicron新冠變種病毒在本地擴散
情況，並預測荃灣、沙田、九龍灣與觀塘等九龍新界
多區未來7天將變成Omicron變種病毒株發病高風險

地區。團隊又指，發現政府在上周五收緊社交距離措
施後，對控制疫情爆發有正面效果，成功降低發病風
險，市民的出行次數減少亦有助減低病毒傳播。

預測準確率超過80%
理大潘學陶慈善基金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長史

文中表示，系統主要利用確診病例所在地點、確診與
發病時間、新冠肺炎疫苗完全接種率、社交距離指
數、即時有效繁殖率與每日人口流動的數據，再把香
港劃分為291個小區，而預測準確率是建基於確診個
案是否位於系統預測的高風險地區，未來7日預測準
確率超過80%。

團隊將近日數據輸入至模型中，根據模型預
測，本港昨日的高危地點包括大埔、屯門、九
龍塘、北角、銅鑼灣及跑馬地。未來一周則料
會新增荃灣、沙田、九龍灣、觀塘及元朗。至
於全港風險方面，則料由今日的0.66，上升至
1月17日的0.77。史文中直言，本港疫情發展
至令人擔心情況，建議政府加強高危地區的疫
苗和檢測資源，市民亦應暫時減少這些地區的
非必須出行。

市民減出行助紓疫情
團隊還發現全港由1月起駕車出行量已比上

月下降 16.82%、步行量則減少 19.09%，尤其
星期五和星期六非通勤出行高峰幾近消失，反
映香港市民已主動減少非必要出行，有助紓緩
本地疫情。

屯門藥房群組再添1確診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稱，

在21宗確診個案中，20宗懷疑感染Omicron變異病毒
株。本地個案方面，患者包括1名在屯門東亞大藥房
工作的47歲男子，其在崇光百貨兼職的20歲女兒早
前已確診，根據理大全基因測試 2 人均帶屬 Omi-
cron，全基因測試與早前確診的國泰空少100%確定，
屬相關個案，有機會是在這名空中服務員上月27日到
訪藥房時傳播。

中信證券公司相關個案方面亦再新增2人確診，其
中1名48歲男子曾去過北角FIT 24健身，曾使用更衣
室，會追查是否有密切接觸者。他亦到過銅鑼灣利園
的工聯會診所針灸、九龍灣德福廣場、中環工商銀行
大廈的PURE Fitness等，以及曾到尖沙咀Club ONE
出席朋友公司的晚宴，同桌食客為密切接觸者。而早
前確診、曾到訪中信證券公司的個案，她的16歲家人
亦確診。

竹篙灣1保安初步確診
至於國泰空姐母親群組方面，有1名跳舞朋友的2

名家人確診，她另1名友人的家人亦確診。空姐母親
引伸的印傭教會群組方面，一名確診印傭的32歲女僱
主確診，居於將軍澳安寧花園。

初步確診方面，屯門東亞大藥房亦有2名家庭成員
初步確診，包括1名11歲男童，本月3日發燒，其後

到訪屯門黃金海岸商場一診所向醫生張思敏求診，醫
生並無為他進行病毒檢測。他其後2日放病假，在本
月6、7日均有上課，乘搭校巴上課，他就讀博愛醫院
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另1名初確家
庭成員是45歲家庭主婦，本月5日發燒，亦向醫生張
思敏求診，本月3日曾到屯門兆麟政府綜合大樓的身
份證換領中心，亦去過屯門的咖啡室及超市，本月7
日去過屯門官立中學及屯門馬可賓紀念中學提交表
格。

另有1名在竹篙灣檢疫中心任職保安51歲女子同樣
初步確診，她於1月8日檢測呈陰性，1月10日有喉嚨
痛，隨後檢測呈陽性，CT值25至26。她獨居於屯門
寶田，平日較多到屯門市中心及寶田，在工作時
負責派物資及為檢疫者取行李，工作時有穿保護衣，
上班時間為朝9晚9，當局會追查其病源。

檢測點數目單區新高
張竹君表示，不少個案均在屯門工作或生活，該

區疑有隱形傳播鏈，當局會安排在該區開放更多社
區檢測中心及流動檢測站。她又指，近日的個案亦
較遲發現，相信社區有傳播，而且不少患者未有打
針，呼籲市民切勿輕視只有輕微不適，應盡快求醫
及檢測。

因應屯門區出現懷疑隱形傳播鏈，政府呼籲有感染
風險的當區居民及在該區工作的人士盡快進行檢測。
位於屯門兆麟社區會堂的社區檢測中心已由即日起延

長服務時間至晚上10時，今日亦會增設8個流動採樣
站，加強檢測服務。未來數天，屯門區內合共有10個
檢測點，所有區內居民及於該區工作的人士，無論是
否須接受強制檢測的人士均可接受免費檢測服務。食
衛局發言人說： 「政府對屯門區可能出現懷疑傳播十
分關注，因此安排共十個檢測點，方便區內居民及在
該區工作的人士 『願檢盡檢』，數目為本港單區檢測
點數目的新高。」

專家指縮檢疫期做法穩妥
另一方面，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繁毅

指，由於Omicron潛伏期比Delta更短，故相信將隔離
檢疫期由21日減至14日是很合理，亦可紓緩竹篙灣
檢疫中心及檢疫酒店房間需求。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
教授許樹昌表示，Omicron患者早病發，政府縮短密
切接觸者檢疫期是好穩陣，可令檢疫中心的房間能更
有效運用，相信經隔離14日及家居監察7日而走漏個
案的機會很微。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
祈殷稱，Omicron的確診數目差不多2日就多一倍，
因此收緊防疫措施是有必要，形容需要行得快過
Omicron。

此外，政府昨晚7時圍封北角建華街51號楓林花園
第3期強檢，目標是在今早6時半完成此行動。當局
亦於昨晚7時30分起，圍封初步確診的竹篙灣檢疫中
心女保安居所，即屯門鳴琴路99號寶田第3座，目
標是在今早約7時完成行動。

接種科興年齡將降至5歲

民建聯請願促
加強社區抗疫

理大預測沙田觀塘等發病風險高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新冠肺炎
Omicron變種病毒引發本港新一波疫情。立法會15
名議員昨日發出聯署信，就應對第五波疫情提出建
議，包括推出 「安心出行」實名制、建立中央數據
庫、派發附有追蹤功能的智能手帶予密切接觸者的
家居接觸者等。

與「港康碼」身份互認
15位立法會議員包括謝偉俊、田北辰、何君堯、

容海恩、李梓敬、周文港、林智遠、林筱魯、邱達
根、陳家珮、張欣宇、鄧飛、黎棟國、劉智鵬及嚴
剛，昨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出聯署信，就應對第
五波疫情提出上述建議。

聯署議員建議， 「安心出行」實名制應配合2月
底的 「疫苗氣泡」一同推行，並將 「安心出行」與
「智方便」及 「香港健康碼」的電子身份認證互

通。對於未持有電子身份認證的市民，建議採用類
似 「香港健康碼」的方式為 「安心出行」進行實名
登記，將個人身份、手機號碼、針卡等資料連結。
他們認為，現時 「安心出行」的設計未包括定位服
務，建議擴充自動記錄個人行程的功能，並實時自
動上載行蹤。

對於行動不便或非普遍使用智能電話的長者及兒
童，聯署議員則建議派發印刷版的二維碼。市民到
指定地點以身份證明文件進行登記及遞交個人相片
作記錄，便獲派發一張個人二維碼，以後出入指定
處所便由該處所職員使用 「安心出行企業版」主動
掃描，從而累積其行程紀錄。

建議派追蹤手帶予家居接觸者
他們建議衛生防護中心接載密切接觸者時，應派

發附有追蹤功能的智能手帶予家居接觸者，即時限
制他們外出及實施14天家居隔離。他們指，近日本
港出現多條傳播鏈，認為禍源是國泰航空與運輸及
房屋局制訂的機組人員免檢疫制度，又指明白政府
對貨機機組人員豁免的理由是維持進出口的貨運正
常，但應實施更嚴格措施，例如在住所進行自我醫
學監察的機組人員必須佩戴電子手環，讓當局追蹤
其位置及確保他們不會外出，從而強制其遵從各項
防疫規例及限制。

北角建華街楓林花園3座圍封強檢。 記者 蔡啟文攝

史文中表示，本港疫情發展令人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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