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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評
新冠病毒Omicron變異病毒株肆虐全

球，由於本港的抵港航班機組人員檢疫
安排出現嚴重漏洞，令 「望月樓群組」
及 「空姐母親群組」 相繼出現，最終導

致變異病毒株流入社區，引發第五波疫情，情況嚴重
威脅市民健康，亦再度重挫本港經濟活動，更影響香
港與內地逐步有序恢復通關的進度。

為有效對抗疫情威脅，民建聯認為特區政府必須即
時加強社區抗疫工作，多管齊下採取針對措施，真正
做到 「外防輸入，內防反彈」 。首先，鑑於第五波疫
情是由於抵港機組人員的檢疫漏洞而衍生，政府必須
即時堵塞相關漏洞，加強 「外防輸入」 。對於早前違

規的機組人員及航空公司管理層，當局應嚴肅追究責
任，向市民清晰交代。

此外，由於第五波疫情的爆發及政府將於2月份推
行更嚴謹的社交距離限制措施，不少市民趕往接種疫
苗。然而，由於社區疫苗中心數目比以前大減，近日
不少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擠滿排隊打針的市民，不但市
民需要在寒風中長時間輪候，更出現人群聚集的情
況，增加傳播風險，並不理想。為此，建議政府增開
更多社區疫苗接種中心，以分流市民接種疫苗及減少
等候接種時間。

另外，根據過往經驗，社區檢測工作能夠有效查找
及堵截社區隱形傳播鏈，防止病毒擴散。為此，建議

政府即時增加社區檢測中心數目，加大病毒檢測能
力。當中，鑑於不少市民在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後
再無接受病毒檢測，政府亦應加強宣傳及推廣，提醒
市民接種新冠疫苗後，亦應按需要接受檢測，協助政
府查找隱形傳播鏈。

最後，由於愈來愈多市民需要入住檢疫中心接受隔
離觀察，檢疫中心床位及人手愈見緊絀，建議政府即
時增加檢疫中心的人手，提升工作效率，妥善照顧需
要入住檢疫中心的市民。另外，當局亦應手籌備後
備應急方案，以便一旦檢疫中心床位爆滿，亦能夠隨
時提供後備床位，以有效將有感染風險的市民從社區
中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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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cron變種病毒進入社區後，香港
疫情迅速惡化， 「望月樓群組」 、 「陸
田園群組」 、 「洪門宴群組」 擴大，幾
可以斷定市民將在第五波疫情陰霾下迎
接新歲。目前社會運作已受到干擾，包

括為期兩周的晚市禁堂食令，勢必大幅減少餐飲業界
在農曆新年旺季的龐大收益。倘若疫情無法在短期內

受控，經濟復蘇勢頭將會掉頭向下，可能會引發結業
潮、裁員潮。如此情況相信沒有人會樂見。

香港去年經濟復蘇勢頭強勁，失業率由年初高位
7.2%，迅速回落到年尾的4.1%，首11個月貨物出入口
總值創新高、證券市場集資額達全球第四。這些數據
充分證明，香港已走出 「黑暴」 和疫情的陰影。許多
市民都期待香港新一年的表現，財政司司長陳茂波1

月2日在網誌上甚至形容，香港正邁向良政善治新階
段，2022年將是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之年。但隨第五
波疫情爆發，陳茂波一周後不無慨嘆，形容過去7個
多月已見起色的市道氣氛及經濟表現，正受到打擊。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去年底上京述職時，獲讚揚香港
疫情防控成效明顯，經濟逐步復蘇，社會保持安定。
言猶在耳， 「外防輸入、內防反彈」 不幸破功，之前

逐步放寬的抗疫防疫措施再一次收緊，通關已沒
有人再提。

無可否認，香港抗疫成績是一流的，包括確診
和死亡數都處於較低水平，明顯將紐約、倫敦、
東京等國際大都會比下去。那麼問題出在哪裏？
就是因為極少數國泰空勤人員沒有遵守防疫規例，
導致變種病毒流入社區，再加上一些高官、議員敏
感度不足，在第五波疫情呈現爆發苗頭時，繼續多
人聚集的活動，令疫情一發不可收拾。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許多客人
取消訂，預料飲食業今個月生意將大跌 40 億
元，他更擔心假如禁堂食措施兩周後不獲放寬，
業界將錯失新春團年、團拜及春茗等生意，重演
去年苦況。酒吧業協會主席錢雋永亦擔心，酒吧
業將錯失新春前旺季生意，預計每間酒吧停業兩
周至少虧損15萬元。

這裏不是要指摘引發這一波疫情的人，畢竟人
總是會犯錯的，關鍵在於汲取教訓和採取補救措
施，而這正是香港令人引以為傲之處。大多數市
民兩年來一直以嚴格紀律行事，沒有忘記勤洗
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等；政府在新一波疫
情來臨之際沒有拖泥帶水，而是採取 「快、狠、
準」 的措施，爭取在農曆新年前穩住疫情，讓業
界可以盡快恢復正常經營。

嚴厲的抗疫措施，並不是要打斷經濟復蘇勢
頭，而是長痛不如短痛，避免像第四波疫情那樣
持續多月，導致經濟一沉不起。當下，所有人都
要多走一步，要付出更多，除了繼續勤洗手、戴
口罩、保持社交距離，還要踴躍接種加強劑、使
用 「安心出行」 應用程式。只要人人自律，第五
波疫情持續時間自然可以縮短，避免結業潮、裁
員潮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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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加強社區抗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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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cron 變 種
病毒在香港快速
傳播，不足半月
已有超過 30 宗社

區確診個案，並有源頭不明的本
地個案，顯示隱形傳播鏈存在，
疫情危急。衛生署署長林文健警
告，目前未能掌握社區具體有多
少條傳播鏈，但每名確診者的社
交圈子，都可以造成一條傳播
鏈！

有專家表示，疫情即將 「海嘯
式爆發」 ，為確保醫療系統不崩
潰，本港要有新戰術應對。專家
建議雙管齊下，除堵截病毒外，
更要重啟全民檢測，找出隱形傳
播鏈才能清零，否則疫情難以收
拾。

早前深圳及鄭州先後出現本土
疫情，也是靠全民強檢揪出傳播
鏈。深圳 1 月 7 日一對夫婦例行
檢測陽性後，立即啟動各種防控
措施並展開大規模全民核酸檢
測，首日 10 小時內，龍崗區就
已累計採樣 90 萬人次，羅湖區
採樣32萬人。河南省會鄭州市1
月3日發現一例新冠肺炎無症狀
感染者，1 月 5 日決定立即啟動
全民核酸檢測，全市 1200 多萬
人要接受核酸篩查。1月7日及8
日，再進行第 2 輪及第 3 輪檢
測，在6小時內1260萬人完成核
酸採樣，平均每秒鐘為583人採
樣，組織檢測能力和後續化驗能
力令人驚嘆。

香港被動抗疫
在上述經驗中不難發現，內地

抗疫是主動找出潛在患者，將疫
情撲滅於萌芽階段，反觀香港則
被動得多，只是在出現確診個案
後再追蹤密切接觸者，其實就是
在等待潛在患者出現，近日出現
不明源頭個案足見問題所在。

全民強檢是抗疫的最好方法，但執行難度極高，
必須一星期內完成全港約750萬人的檢測，人手和
地方是最大難題，如要全民強檢，必須請求中央政
府協助。

為達至 「早識別、早隔離、早治療」 ，特區政府
2020年9月1日推出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為香港市
民提供免費檢測服務，兩星期內完成。內地570多
名支援隊成員來港馳援抗疫，日以繼夜不辭勞苦協
助檢測工作。香港170萬名市民參加，總共找到26
名隱形患者，這意味切斷了26條社區隱形傳播
鏈。

但是，攬炒派煽惑市民拒絕參與普及社區檢測計
劃，抹黑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無效，例如會出現假陰
性、會將港人DNA資料 「送中」 等，普及社區檢
測計劃，最理想當然是全民參與，結果在攬炒派的
干擾破壞下，只有170萬名市民參加，導致疫情數
次爆發。而疫苗計劃推出 11 個月，接種率終達
74%。

呼吸系統科醫生梁子超認為，香港長者接種率尤
低，政府應該設下長者接種率的目標，更應同時設
下時限， 「要有死線，如果做唔到，係咪可以有獎
勵，或者更多限制」 。政府應盡快提升接種率及推
動第三針的接種，以準備通關和減低第五波疫情爆
發帶來的衝擊。

                                               2021年12月6日至2022年1月2日              2021年12月6日至2022年1月2日   

急性中風病人  0.17 54.8  0.05 23

#預期數目，乃根據接種新冠疫苗人口的年齡分布，以及過往三年按年齡組別劃分的死亡事件每萬人口比率計算出來

急性心肌梗塞病人  0.12 37.1  0.03 15

每1萬人口的死亡比率 
有接種疫苗 整體 打針者預期數目# 打針者實際數目 

公立醫院  5.29 1537.4  0.96 472

迄今70歲至79歲已打針人士之中，選擇科興的

比復必泰的多逾50%，至於80歲或以上者更高出

120%。過去數天，兩個年齡層的已接種人口分別

增約6%和12%，成績令人鼓舞。可是，長者接種

率仍難言理想，前者尚有近50%或27萬人未打

針，後者更超過76%或約30萬人。 換言之，疫苗既有效亦安全，護己護人，大家

誠宜積極踴躍打針！

近日本港接種首劑疫苗人數急增，當中以科興

的接種量最多；主要原因，相信是本輪接種人士

以長者為主。

長者對疫苗副作用有所疑慮，接種率低迷乃主

要原因。有見及此，衛生防護中心特別比較了有

接種疫苗者與公立醫院整體不良事件的統計，資

料反映打針不見得會增加死亡風險。譬如每一萬

人口裏，公立醫院過去一個月左右僅錄0.96宗已

打針者死亡個案，反之整體是5.29，其餘急性中

風、急性心肌梗塞的死亡數字也遠為偏低；即使

計及比較對象的年齡因素，預期不良事件的已打

針者死亡人數，也遠遠低於實際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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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經開區：建設最具競爭優勢的長三角一流開發區
近日，國家級南通經濟技術開發區召開工作會

議。會議提出，南通經開區要堅定不移以 「產業標
杆、創新高地、開放示範、效率窗口」為總體定
位，奮力建設 「主導產業現代化、產城融合國際
化、跨江發展一體化，最具競爭優勢的長三角一流
開發區」。

據介紹，2021年，南通經開區實現 「十四五」良
好開局。預計全年完成地區生產總值835億元，增長
8.7%；一般公共預算收入67億元，增長13.6%；工業
應稅銷售 1800 億元，增長 30%；服務業應稅銷售
1800億元，增長20%；實際利用外資6.3億美元，增
長12.5%，總量南通第一；進出口總額530億元，增
長27%，總量居南通前列。

創新機制釋放開放活力
南通經開區全面整合招商資源，聚力項目攻堅，

形成 「賽馬制」招商格局，發展動能不斷增強。牢
牢鎖定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醫藥健康和新
能源 「3+1」主導產業方向，全力助推產業發展再上
新台階。2021年組織重大項目集中簽約、集中開工
活動6次，新簽約總投資超10億元重大項目34個，
總投資 784.5 億元，新開工超 10 億元重大項目 18
個，總投資574億元。

創新設立企業發展服務中心，為企業提供全方
位、全流程、全周期的 「一站式」服務。在南通率
先推行惠企政策 「免申即享」，首批撥付748萬元，
惠及60家企業。綜保區進出口貨額突破100億元，
增幅高於全省綜保區平均增幅15個百分點。高新技
術進出口貨值65億元，實現翻番；跨境電商1210進
口額超1億元。

在招引新項目做大增量的同時，南通經開區還創
新發展舉措，全面貫徹落實長江大保護戰略，為改

革開放 「再出發」蓄能，推出 「空間再造」行動。
大力實施以低效用地整治、沿江空間騰退為主要內
容的空間再造行動，累計簽約騰退土地超6000畝，
已騰出凈地2700畝。總長2.2公里的沿江生態景觀帶
示範段、總面積 23 公頃的洪港濱江生態園全面建
成。

精準招引改革再出發
會議提出，今年地區生產總值增長8%以上，一般

公共預算收入增長8.2%以上，全社會研發投入佔比
2.9%以上，規模工業增加值增長15%以上等經濟發展
主要預期目標。同時，要求力爭全年新簽約超10億
元項目27個以上，其中百億級項目2個以上、50億
元項目5個以上，實際到賬外資6億美元以上。

為實現相關指標，南通經開區將更大力度推進主
導產業振興，堅持以重特大製造業項目和外資項目

招引為重點，以 「專精特新」項目和現代服務業項
目招引為突破，全力打造在長三角地區具有影響力
和競爭力的千億級產業集群；更大力度突出科技創
新核心地位，聚焦 「高精尖缺」，全面落實 「人才
新政」，構建一流創新生態；持續推進發展空間再
造，着力提升發展承載力；突出高端化、國際化、
現代化，全面提升城市吸引力和競爭力；開展 「營
商環境提升年」活動，用改革破除發展制約束縛，
持續激發發展活力；提供更高質量的民生供給，不
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南通市委常委、南通經開區黨工委書記張建華表
示，南通經開區將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
局，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統籌疫情防
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發展和安全，繼續做好
「六穩」 「六保」工作，以飽滿的精神狀態和奮鬥

姿態開啟 「十四五」新征程。 宋璟 趙振華

主導產業現代化 產城融合國際化 跨江發展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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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開局。預計全年完成地區生產總值835億元，增長
8.7%；一般公共預算收入67億元，增長13.6%；工業
應稅銷售 1800 億元，增長 30%；服務業應稅銷售
1800億元，增長20%；實際利用外資6.3億美元，增
長12.5%，總量南通第一；進出口總額530億元，增
長27%，總量居南通前列。

創新機制釋放開放活力
南通經開區全面整合招商資源，聚力項目攻堅，

形成 「賽馬制」招商格局，發展動能不斷增強。牢
牢鎖定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醫藥健康和新
能源 「3+1」主導產業方向，全力助推產業發展再上
新台階。2021年組織重大項目集中簽約、集中開工
活動6次，新簽約總投資超10億元重大項目34個，
總投資 784.5 億元，新開工超 10 億元重大項目 18
個，總投資574億元。

創新設立企業發展服務中心，為企業提供全方
位、全流程、全周期的 「一站式」服務。在南通率
先推行惠企政策 「免申即享」，首批撥付748萬元，
惠及60家企業。綜保區進出口貨額突破100億元，
增幅高於全省綜保區平均增幅15個百分點。高新技
術進出口貨值65億元，實現翻番；跨境電商1210進
口額超1億元。

在招引新項目做大增量的同時，南通經開區還創
新發展舉措，全面貫徹落實長江大保護戰略，為改

革開放 「再出發」蓄能，推出 「空間再造」行動。
大力實施以低效用地整治、沿江空間騰退為主要內
容的空間再造行動，累計簽約騰退土地超6000畝，
已騰出凈地2700畝。總長2.2公里的沿江生態景觀帶
示範段、總面積 23 公頃的洪港濱江生態園全面建
成。

精準招引改革再出發
會議提出，今年地區生產總值增長8%以上，一般

公共預算收入增長8.2%以上，全社會研發投入佔比
2.9%以上，規模工業增加值增長15%以上等經濟發展
主要預期目標。同時，要求力爭全年新簽約超10億
元項目27個以上，其中百億級項目2個以上、50億
元項目5個以上，實際到賬外資6億美元以上。

為實現相關指標，南通經開區將更大力度推進主
導產業振興，堅持以重特大製造業項目和外資項目

招引為重點，以 「專精特新」項目和現代服務業項
目招引為突破，全力打造在長三角地區具有影響力
和競爭力的千億級產業集群；更大力度突出科技創
新核心地位，聚焦 「高精尖缺」，全面落實 「人才
新政」，構建一流創新生態；持續推進發展空間再
造，着力提升發展承載力；突出高端化、國際化、
現代化，全面提升城市吸引力和競爭力；開展 「營
商環境提升年」活動，用改革破除發展制約束縛，
持續激發發展活力；提供更高質量的民生供給，不
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南通市委常委、南通經開區黨工委書記張建華表
示，南通經開區將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
局，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統籌疫情防
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發展和安全，繼續做好
「六穩」 「六保」工作，以飽滿的精神狀態和奮鬥

姿態開啟 「十四五」新征程。 宋璟 趙振華

主導產業現代化 產城融合國際化 跨江發展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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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

行限售股解禁并上市流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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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49,554,013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9.6166%。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1 月 17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限售股上市的类型为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
金相关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

（一）交易核准
2020 年 1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议案 , 同
意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富士达科技、宋学昌、窦佩珍所持
有的天津爱赛克车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爱赛克）100% 的股权、通过
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天津市格雷自行车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天津天任车料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江苏美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
苏美乐）所持有的上海凤凰自行车有限公司 49% 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020 年 7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
关议案。

2020 年 8 月 12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020 年 11 月 16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了《关于核准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向江苏美乐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 [2020]3070 号），核准公司向江苏美乐发行 25,404,217 股股份、
向富士达科技发行 22,400,702 股股份、向宋学昌发行 8,931,458 股股份、向窦
佩珍发行 6,804,920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
超过 50,000 万元。

（二）股份的发行与登记
2021 年 7 月 15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向顾兰东、汪荣生等 13 名投资者合计发行的
49,554,013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份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
次股份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 465,740,244 股增至 515,294,257 股，新增股份全
部为限售股份。具体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类型 配售股数（股） 锁定期（月）

1 顾兰东 自然人 2,973,240 6

2 汪荣生 自然人 4,955,401 6

3
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法人 2,973,240 6

4 山东惠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其他法人 1,486,620 6

5 何鸣东 自然人 2,477,700 6

6 朱晓芳 自然人 1,486,620 6

7 吴丽香 自然人 1,486,620 6

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5,450,941 6

9 冯金发 自然人 1,486,620 6

10 UBS AG 其他法人 1,486,620 6

11 李昇 自然人 1,486,620 6

12 赵彦闻 自然人 1,437,072 6

13
嘉兴星旅嘉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法人 20,366,699 6

合计 49,554,013 

（三）锁定期安排
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若发行对象

所认购股份的限售期与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等监管部门的规定不相符，发行对
象的限售期需根据相关监管部门的规定进行相应调整。锁定期届满之后股份的

交易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发行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

亦遵照上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前述 49,554,013 股限售股份形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515,294,257 股。截至

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上述认购公司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全部发行对象承诺：其认购的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进
行转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承诺主体均严格履行的前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
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核查意见如下：
上海凤凰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
则的规定。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持有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
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独立财务顾问同意上海凤凰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股份解除限售后相关股东
还应遵守证监会及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2022 年 1 月 17 日。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49,554,013 股，占总股本的 9.6166%。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股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顾兰东 2,973,240 0.5770% 2,973,240 0

2 汪荣生 4,955,401 0.9617% 4,955,401 0

3
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973,240 0.5770% 2,973,240 0

4 山东惠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486,620 0.2885% 1,486,620 0

5 何鸣东 2,477,700 0.4808% 2,477,700 0

6 朱晓芳 1,486,620 0.2885% 1,486,620 0

7 吴丽香 1,486,620 0.2885% 1,486,620 0

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450,941 1.0578% 5,450,941 0

9 冯金发 1,486,620 0.2885% 1,486,620 0

10 UBS AG 1,486,620 0.2885% 1,486,620 0

11 李昇 1,486,620 0.2885% 1,486,620 0

12 赵彦闻 1,437,072 0.2789% 1,437,072 0

13
嘉兴星旅嘉景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0,366,699 3.9524% 20,366,699 0

合计 49,554,013 9.6166% 49,554,013 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71,362,209 -30,277,500 41,084,709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33,526,271 -17,789,893 15,736,378

3、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
股份

1,486,620 -1,486,620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
计

106,375,100 -49,554,013 56,821,087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A 股 237,319,157 49,554,013 286,873,170

B 股 171,600,000 　 171,60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
计

408,919,157 49,554,013 458,473,170

股份总额 515,294,257 0 515,294,257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
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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