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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確診者均屬同一傳播鏈
深圳市衛健委二級巡視員林漢城在會上通報，11

日晚新增的4名病例中，有兩例和病例5、6、7為同
一個家庭成員。病例9，26歲，是病例5的女兒，居
住在羅湖區清水河街道草埔西社區鶴圍村64棟，診
斷為新冠病毒無症狀感染者；病例10，2歲，是病例
9的兒子，居住在羅湖區清水河街道草埔西社區鶴圍
村64棟，診斷為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普通型）；病
例11，男，42歲，寶安區某物流公司員工，居住在
羅湖區清水河街道草埔西社區鶴圍村58棟，診斷為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普通型）；病例 12，女，34
歲，羅湖區某美容機構員工，居住在羅湖區翠竹街道
水庫新村統建樓2棟，是病例4的密接者，診斷為新
冠肺炎確診病例（輕型）。

12日新增的病例13，女，42歲，羅湖區清水河街
道草埔某小吃店幫工，居住在龍崗區吉華街道上水花
園37棟，診斷為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普通型）。

新增病例活動軌跡涉及4區
林漢城介紹稱，經初步排查，9-13號病例的活動

軌跡主要涉及地鐵站、物流園、加油站和餐飲店等。
地鐵涉及3號線（草埔站、布吉站）、5號線（下

水徑站）、7號線（笋崗站、黃木崗站）；公交車涉
及 303 路（茵悅之生站、笋崗街道辦站）、307 路
（上水花園站、草埔地鐵站）、308 路（草埔地鐵
站、茵悅之生站）；

羅湖區涉及清水河街道樟輋村11棟、清水河街道
鶴圍村56棟2號維客佳、清水河街道鴻翔燒臘店、清
水河街道正新雞排草埔店、美麗皇宮養生館（羅湖區
喜薈城店）、清水河街道二天堂大葯房（清水河分
店）、清水河街道老陳湯粉麺；

寶安區涉及福永街道深圳國際快件運營中心、福永
街道福興達物流園、福永街道航驛物流公司、福永街
道匯味自選快餐店、福永街道創佳煙茶酒、福永街道
空港油料公司第二加油站、松崗街道松崗東路飄香豬
腳飯店、松崗街道外運一敦豪國際航空快件公司松崗
分中心；

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急診科（1月11日，11時-12
時左右），龍崗區吉華街道美家福購物廣場（麗湖
店）、上水花園韻達快遞超市。

目前，深圳全面核查 13 名病例 14 天內的活動軌
跡、人員接觸情況，已追蹤密接者2098人、次密接
者2625人，均已按要求管控。

一所醫院暫停門急診服務
因病例13的活動軌跡涉及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

12日15時40分，深圳市二院暫停門急診醫療服務，
互聯網醫院照常運行。 「待協查工作完成後，將第一
時間恢復正常醫療服務。」林漢城說。

深圳市交通運輸局副局長徐煒表示，按照疫情防控
應急處置安排，羅湖區蓮塘街道管控區、清水河街道
管控區涉及的主要地鐵站是地鐵2號線蓮塘口岸站、
仙湖路站、蓮塘站以及地鐵3號線的草埔站，因此對
以上地鐵站實施 「跳站」運行，臨時調整公交線路
13條，取消停靠蓮塘片區公交站點。

羅湖區東曉街道蘭花社區新劃為管控區，並嚴格按
照疫情防控相關規定落實防控處置工作。

龍崗區副區長張玉慶介紹，針對病例13，龍崗區
已第一時間組織開展隔離管控、核酸檢測等應對處置
工作，並新劃定吉華街道上水花園16、17、18、36、
37、38、56、57、58棟為封控區；新劃定吉華街道上
水花園城中村全域，北至上水路、西至信和大道、南
至松聯路、東至振華路的圍合區域為管控區。

【香港商報訊】記者徐紅、李苑立報道：廣東省政
府新聞辦公室昨日舉行《廣東省衞生健康事業發展
「十四五」規劃》新聞發布會。廣東省衛健委主任朱

宏在會上稱，預計到2025年，廣東人均預期壽命將超
過 79 歲，居民主要健康指標達到高收入國家平均水
平。

朱宏介紹， 「十三五」期間，廣東居民人均預期壽命
由 2015 年的 77.1 歲提高到 78.4 歲，孕產婦死亡率從
11.56/10萬下降到10.18/10萬，嬰兒死亡率從2.64‰下
降到2.13‰，民眾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質獲得不斷提升。

打造3個以上國家醫學中心
朱宏稱，2018年起，廣東實施了50家高水平醫院建

設和五大國際醫學中心建設、加強基層醫療衞生服務
能力攻堅行動等系列舉措。

到2025年，廣東計劃打造3個以上國家醫學中心、
15個國家區域醫療中心、3個國家級醫療質量控制中
心，建設5個左右省級區域醫療中心，遴選630個左右
省級臨床重點專科，創建若干個多學科協作診治中
心，打造30個專科類市級區域醫療中心。

提升疾病預防控制現代化水平。重點推動 「1+6+
N」工程。 「1」是指推進省級高水平疾控中心建設，
爭創國家區域公共衛生中心； 「6」是指將廣州、深
圳、珠海、汕頭、韶關、湛江6個重要口岸城市、省域
副中心城市和陸路門戶的疾控中心，建設成加強型生
物安全二級防護水平實驗室； 「N」是指分層分級提
升市縣疾控中心核心能力，將一批粵東粵西粵北市級
疾控中心建成省公共檢測實驗室，鼓勵有條件的市建
設公共衛生重點實驗室。

同時，建強一批專科，在惡性腫瘤、心腦血管疾
病、免疫性疾病、代謝性疾病、感染性疾病等領域取
得標誌性成果，滿足重大疾病臨床需求。

朱宏介紹，廣東將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高水平人才高
地，大力培養和引進衛生健康戰略科學家。計劃到
2025年，廣東省新增2位至3位全職院士、3位至4位
雙聘院士等，形成 「金字塔」式人才雁陣隊伍。同
時，通過全面實行執業醫師服務基層制度、醫療衞生
人才 「組團式」緊密型幫扶制度、百名首席專家服務
47家衛生院制度，為衛生健康高質量發展提供人才支
撐。

【香港商報訊】記者蔡易成報道：記者日前從深交
所獲悉，2021年，深市新增上市公司233家，IPO融
資金額1708.38億元；累計實施完成再融資371單，融
資金額5299.47億元；12家公司進入破產重整程序，2
家公司實施完成出清式資產置換。展望2022年，深交
所將錨定三大工作重點，進一步深化市場改革發展，
防控重點領域風險，提高監管服務水平。

新上市公司近九成為高新企業
2021年，深市主板與中小板順利完成合併，深交所

持續優化 「入口」關，支持優質企業上市。2021年，
深市新增上市公司 233 家，IPO 融資金額 1708.38 億
元，同比分別增長44.72%、35.02%。其中，新上市高
新技術企業187家、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30家，註冊
制下新增上市公司近九成為高新技術企業。

同時，深交所支持上市公司依規開展市場化併購重
組、再融資，充分利用資本市場做優做強。2021年，
深市上市公司累計實施完成再融資371單，融資金額
5299.47億元，同比分別增長42.69%、35.40%；累計實
施完成重大資產重組57單，交易金額2006.46億元。

2021 年，深市共 2136 家公司召開 2020 年業績說明
會，佔已披露年報公司總數的 88.23%，召開比例較
2019 年增加 15.39%。2021 年，深市 12 家上市公司進
入破產重整程序，2 家公司實施完成出清式資產置
換，1家公司因吸收合併主動退市。

發揮市場合力築好監管屏障
為築好2021年度上市公司監管屏障，深交所充分發

揮市場合力，做出針對性部署：於內，嚴防熱點題材
炒作，穩妥處置佔用擔保等違規行為；於外，持續壓

實中介機構責任，讓資本市場 「看門人」發揮作用。
2021年，深市上市公司累計解決資金佔用238億元、
解除違規擔保180億元。一手抓追責，累計處分上市
公司120餘家次，累計處分股東、董監高等相關責任
人750餘人次，公開認定19人次。

展望2022年，深交所錨定上市公司監管服務三大工
作重點：以註冊制改革為牽引，積極服務國家創新驅
動發展戰略；以提升公司質量為主線，推動打造體現
高質量發展要求的上市公司群體；以防範化解風險為
底線，依法從嚴打擊違法違規行為。

深交所去年新增上市公司近九成為高新企業

深圳新增1宗本土確診
全市累計報告13宗 市二院暫停診協查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實習生張靖祥報道：深圳市疫情防控新聞
發布會昨日通報，12日，深圳新增1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是在重點人員
篩查中發現，與此前病例屬於同一傳播鏈。截至1月12日20時，全市累
計報告13例病例。

2025年廣東人均預期壽命超79歲

【香港商報訊】記者陳彥潔報道：近日，深圳龍崗
各街道社會各界積極響應，助力龍崗抗擊疫情。

1月10日，在坂田街道黃金山公園核酸檢測點的
紅馬甲志願者隊伍裏，有一位 「獨臂」志願者格外
引人注目，她就是黃燕芬。

昨日，龍崗區進行四輪大規模核酸檢測，在大靚
花園檢測點，來自龍崗退役軍人事務局的幾名志願
者來回在居民中穿行，原來是用 「身體」給居民掃
碼。遇到不會操作手機的老人，志願者幫他們完成
相關信息填寫以便進行核酸檢測。

日本友人三浦喜進已經在龍崗萬科城社區完成第
三次核酸，他對記者說，深圳這座城市對外國人非
常有親和力，疫情防控措施做得非常好，在深圳感
覺很安全。

龍崗抗疫眾志成城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近日，廣州南沙
汽車口岸滿載着 3507 輛上汽通用五菱汽車前往墨西
哥。這是今年廣東自貿試驗區南沙新區片區出口的首
批商品車，同時創下南沙汽車口岸單船滾裝出口量歷
史新高。

依託廣州港集團全供應物流鏈的運營能力，南沙汽
車口岸吸引了包含雪佛蘭、長安、吉利、奇瑞、中聯
重工等在內的10餘個汽車品牌集聚，出口車型覆蓋轎
車、SUV、重型卡車等數十種車型，出口阿聯酋、卡
塔爾、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墨西哥等多個國家。

去年深圳福田
十方面獲第一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記者從中共深圳
市福田區第八屆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了解到，2021
年，福田區在地均GDP、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進出
口總額、金融業增加值、創業密度、市級總部企業數
量、全國 「綻放盃」5G應用大賽一等獎項目數量、保
稅區發展績效等十個方面均取得第一的好成績。

預計 2021 年地區生產總值突破 5000 億元大關、約
5300億元，地均GDP連續第22年全市第一。社會消
費品零售總額2250億元，增長10%，總量連續17年領
跑全市。

進出口總額超7500億元，增長5%以上，連續22年
居全市第一。金融業增加值2100億元，佔全市比重保
持40%以上，連續第17年居全市第一。新增商事主體
7.8萬戶，共53.6萬戶，創業密度全市第一。

區級總部企業數量突破500家，市級總部企業數量
達到92家，排名全市第一。

廣州海珠發起組建
江南文商旅融合圈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1月12日，廣州
市海珠區江南文商旅融合圈打造工作專班舉行江南文
商旅融合圈商業聯盟發起儀式，富力海珠城項目總經
理范嘉倫向商圈內企業、商家發出組建江南文商旅融
合圈商業聯盟的倡議，努力將江南文商旅融合圈打造
為高質量融合發展的智慧商圈。

據介紹，江南文商旅融合圈東起前進路、東曉南
路，西至寶崗大道，北到南田路，南至昌崗路，環繞
成一個 「田」字形的集文化、商業、生態等幾大元素
的綜合性商圈，面積約為 3 平方公里，沿線商戶超
4800家。

南沙自貿區單次
汽車出口創新高

坂田街道 「獨臂」 志願者黃燕芬。

日本友人手機殼貼滿已完成核酸檢測的貼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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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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日收盘价格再次涨停。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股票已连续八个交易日涨停，
且三次触及异常波动的情形，累计换手率高达 116.34%，股票价格累计涨幅
高达 90% 左右。公司股票交易情况已经明显偏离同行业和上证指数增长幅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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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目前股价的涨幅已经远超过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前后净利润的增长幅
度，可能存在偏离公司业绩的非理性交易情形。公司倡导价值投资并将会专
注于主业的发展，但对于当前的非理性交易情形 , 公司再次提示广大投资者
注意股票投资风险，谨防市场游资的“击鼓传花”，理性决策，切忌盲目跟
风，形成非必要的损失。

公司已经于 2022 年 1 月 5 日、1 月 7 日、1 月 12 日连续三次披露了《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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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公司 A 股股票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2 年 1 月 12 日，
已连续八个交易日涨停，短期内公司股票价格波动较大，公司现对有关事项
和风险情况再次重申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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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股票已经连续八个交易日涨停，累计涨幅达到

79.92%，累计偏离上证指数 80.5%，累计换手率 116.34%，公司股票价格累
计涨幅高达 90% 左右。公司短期股价涨幅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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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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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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月 13 日

崇川：為南通打造江蘇重要增長極扛起主城擔當
1月10日起，江蘇省南通市崇川區進入兩會時間。

作為南通主城區，崇川緊扣南通打造江蘇高質量發
展重要增長極的目標定位，切實扛起主城擔當，扎
實開展 「雙招雙引突破年、城市更新提升年、資源
資產盤活年、基層基礎夯實年」四大行動，全力提
升首位度，以過硬成果開拓高質量發展新境界，凝
心聚力奮進現代化建設新征程。

載體增效穩中有進迸發創新活力
「人民是最大的底氣，共識是奮進的動力。」在

10日召開的政協崇川區二屆一次會議開幕式上，崇
川區委書記胡擁軍介紹，一年來，崇川區緊扣 「提
升首位度、全省爭進位，高水平建設社會主義現代
化新崇川」總體目標，預計全年地區生產總值突破
1600億元、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26億元，綜合實力穩
居江蘇省市轄區第一方陣。

崇川區堅定不移抓招商、攻項目、優載體，2021
年，先後在北京、上海等地舉辦招商推介活動 24
場，招引 10 億元以上重特大項目 32 個，總投資約
440億元，完成實際到賬外資4.78億美元。崇川經濟
開發區獲評南通市項目建設先進省級開發園區，港
閘經濟開發區智能裝備產業園成為南通首家省級特
色創新（產業）示範園區，市北高新區科技城獲評
長三角共建省際產業合作示範園。新增納稅超億元
樓宇5幢、超5億元樓宇1幢，新一代樓宇經濟信息
系統成功上線。

崇川區在江蘇省率先成立區級科創委，發布實施
「梧桐樹」人才集聚計劃，成功舉辦2021長三角科

創生態峰會、智匯崇川創新創業峰會。高新技術產
業產值佔比 60%以上，新增省級以上雙創載體 10
家、科創項目59 個，均居南通市第一。

崇川區完成了 「1+1＞2」區劃變更的奮鬥目標，

經濟含金量、創新爆發力、城市美譽度、民生幸福
感、隊伍精氣神都獲得了進一步提升，實現 「十三
五」圓滿收官、 「十四五」扎實開局。

開放融合項目為王增強發展動力
「今後五年，是崇川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起

步期，也是提升首位度、全省爭進位的關鍵期。」崇
川區代區長楊萬平在二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
報告。報告指出，2022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
標是：地區生產總值增長 7.5%、力爭 8%。力爭到
2026年，地區生產總值超2350億元。中心城區首位度
大幅提升，綜合實力和區域競爭力邁上新台階。

報告指出，崇川將堅持把改革開放作為推動發展
的關鍵一招，深度融入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大力發
展外向型經濟，鍛造招商鐵軍，精準招引重大外資
項目，加快推動產業、科技、公共服務等領域協同

發展，在服務和融入新發展格局上展現更大作為。
報告指出，崇川將堅定不移實施創新驅動戰略，

推動產業鏈、創新鏈雙向融合，打造科創企業全生
命周期的創新服務體系，推動市北高新區創建國家
級高新區，推進復旦張江南通研究院、中關村信息
谷創新中心建設等，全力構建 「如魚得水、如鳥歸
林」的創新生態，讓科技創新這個關鍵變量成為崇
川跨越發展的最大增量。

報告指出，崇川將堅持以重大項目突破為抓手，
以三大開發園區為重點，聚焦先進製造業細分領
域，培育 「專精特新」企業，加快打造龍頭強勁、
產業鏈完整的現代產業集群。崇川經濟開發區聚焦
發展信創、車聯網等先導性產業，港閘經濟開發區
加快壯大智能裝備、電子信息等產業集群，市北高
新區全力集聚集成電路、生命健康等前沿產業。

宋璟 趙振華

提升首位度 開拓新境界 奮進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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