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Company No. 1479440

Dated: 2022/01/11

NOTICE is hereby give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VI 
Business Companies Act, 2004 that the above named 
company, is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The voluntary 
liquidation commenced on 2022/01/11 and CHENG KA 
FONG of Room B, 10/F., Tower A, Billion Centre, 1 
Wang Kwong Road, Kowloon Bay, Kowloon, Hong 
Kong is the voluntary liquidator. 

(Sgd) CHENG KA FONG
Voluntary Liquidator

HMA Accessories Ltd.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Company No. 1542292

(Sgd) CHENG KA FONG

NOTICE is hereby give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VI 
Business Companies Act, 2004 that the above named 
company, is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The voluntary 
liquidation commenced on 2022/01/14 and CHENG KA 
FONG of Room B, 10/F., Tower A, Billion Centre, 1 
Wang Kwong Road, Kowloon Bay, Kowloon, Hong 
Kong is the voluntary liquidator. 

Dated: 2022/01/14

Voluntary Liquidator

PATRA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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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深南电A、深南电B                                  公告编号：2022-001
股票代码：000037、200037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1月17日收
到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对深圳市
2021年认定的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备案的公告》，根据《深圳市2021
年认定的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备案名单》，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基本情况如下：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GR202144204080，
发证时间：2021年12月23日，有效期：三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
税收优惠政策，认定合格的高新技术企业自认定当年起三年内，按15%的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公司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起连续三年可享受高
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即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1月19日 

证券代码：600610              证券简称：中毅达               公告编号：2022-003
证券代码：900906              证券简称：中毅达 B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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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1 月 18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崇明区绿华镇绿港村 1068 号上海桃源

水乡大酒店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9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34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 股） 5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9,640,612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54,152,612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B 股 ) 5,488,000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5711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3.0589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5122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

( 五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7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胡家胜出席会议；公司总经理解田、副总经理朱新刚、

财务 总监蔡文洁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向建设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53,983,450 99.9522 169,162 0.0478 0 0.0000

B 股 5,238,400 95.4518 249,600 4.5482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59,221,850 99.8835 418,762 0.1165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 2021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53,992,750 99.9548 159,862 0.0452 0 0.0000

B 股 5,238,400 95.4518 249,600 4.5482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59,231,150 99.8861 409,462 0.1139 0 0.0000

( 二 ) 涉及重大事项，5%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子公司向建设
银行申请授信额度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7,221,850 94.5192 418,762 5.4808 0 0.0000

2
关 于 变 更 2021 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7,231,150 94.6409 409,462 5.3591 0 0.0000

( 三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上述议案中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 1、2；
2. 上述议案 1 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如为公司股东）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奇元、张诗萌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18 日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粤 0303 民初 29886 号
马丽文：
原告深圳市金世界百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马丽文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为（2021）粤 0303 民初 29886 号。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
原告 2017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期间的物业管理费和本体维修基金共计人
民币 29029.31 元；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自应当支付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期间
逾期支付物业管理费和本体维修基金的违约金（暂计至 2021 年 7月 31 日的违约金为人
民币 9795.74 元）；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以上暂计 38825.05 元。现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指定举证期限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庭审直播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九十天即视为送达。你应在公告期届满之次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交答辩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提出副本，并于 2022 年 6 月 3 日前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定于 2022 年 06
月10日09时15分在第十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九日

病例是機組入駐酒店保潔
深圳市衞健委二級巡視員林漢城在會上通報，病例

18 為 32 歲女性，是國際機組人員入駐酒店的保潔人
員。近14天處於閉環管理狀態，1月1日至14日核酸
檢測 「每天一檢」，結果均為陰性；1月14日換班至
隔離酒店集中醫學觀察，核酸檢測 「兩天一檢」， 1
月15日例行核酸檢測為陰性，1月17日初篩呈陽性，
1月18日凌晨經市疾控中心覆核亦為陽性，已轉送至
市第三人民醫院應急院區隔離治療，診斷為新冠肺炎
確診病例（普通型）。

林漢城還介紹，該病例工作期間處於閉環管理狀
態，密接人員為其閉環管理的同事，其流調溯源、基
因測序工作正在進行中，相關場所已實施管控並完成
終末消毒。截至18日17時， 「0107」 「0115」疫情暫
無新增病例。病例17涉及的已管理的密切接觸者、次
密切接觸者、重點人群以及一般接觸者的核酸檢測結
果均為陰性，暫未發現異常。

急救患者先搶救後採樣
為加強醫療機構門急診服務，方便就診人員核酸檢

測，深圳市對醫療機構門急診就診人員核酸檢測措施
進行適度調整。據林漢城介紹，深圳市各區除在重點
區域、重點場所、重點人群設立核酸檢測採樣點外，
特別要在醫療機構附近設立核酸檢測採樣點，以方便
就診人員及時核酸檢測。

各醫療機構繼續做好就診人員 「四必查一詢問」
（查48小時核酸陰性檢測結果或採樣記錄、體溫、口
罩、健康申報卡，詢問流行病學史）；進入門診就診
的患者需持有48小時核酸檢測陰性結果，無48小時
核酸檢測陰性結果的，查看當天採樣時間。

急診患者就診時需同步核酸採樣，急救患者先搶救
後採樣，如有採樣禁忌症的，醫生應在急診病歷記
錄。患者就診結束後無需等待核酸檢測結果。

各大商超保障春節需求
龍崗區副區長張玉慶介紹，龍崗區對全區相關場所

疫情防控措施進行調整。自1月16日起，龍崗區將寶
龍街道現有封控區、管控區以外區域調整為防範區，
至此，寶龍、布吉、坂田、吉華街道除封控區、管控
區外區域均為防範區。龍崗區所有農貿（集貿）市
場、藥店、批發市場、商場超市、餐飲場所等重點場
所憑48小時內核酸陰性證明進入。龍崗區聚集性和密
閉空間文體娛樂場所、學生兒童託管機構、線下教育
培訓機構繼續暫停開放，繼續嚴控聚集性活動。

春節將至，市民開始準備年貨。深圳市商務局副局
長周明武介紹，疫情期間，市民進入全市各大商超需
「掃碼、測溫、戴口罩」。依託大型商超和電商企

業，對全市米、麺、肉、菜等重點生活必需品的銷
量、庫存、價格進行實時監測。目前全市生活必需品
供應總體穩定。

龍崗消防員聞「疫」而動
【又訊】記者陳彥潔報道：17日清晨，深圳龍崗吉

華中海怡翠社區裏，伴隨着口令和整齊的腳步聲，三
聯小型消防站和森林消防隊的消防隊員已準點到達，
開始配合和支援防疫一線工作。

1月7日以來，三聯小型消防站和森林消防隊的18
名消防人員聞 「疫」而動，除了留守必要人員外，全
員出動支援片區疫情防控，他們科學制定力量調派方
案和替代方案，將消防車開到戰疫一線，確保疫情防
控和應急救援 「兩不誤」。

「在需要幫助的時候，總會出現消防戰士的身
影。」 「你永遠可以相信他們。」這是轄區居民最常
說的兩句話。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記者從深圳地鐵
集團獲悉，為滿足春運及春節期間廣大市民的出行需
求，深圳地鐵制定 「9+8」延長運營服務方案，即春
節前後全線網（含4號線，不含20號線）共9天延長
運營時間至24點，期間半程末班車線路額外延長運營
30-40分鐘，分別為節前1月26日至1月29日共4天，
節後2月5日至2月9日共5天；節後8條重點線路再延
長8天運營時間至24點。

在此期間，1、3、5、6、7、9、10 、11號線含半程
末班車服務的線路將繼續延長夜間運營時間。其中1
號線羅湖往前海灣、機場東往竹子林方向，11號線福
田往松崗方向延長至次日0：40。3號線雙龍往華新、
福保往塘坑方向，5號線赤灣往長嶺陂、黃貝嶺往長嶺
陂方向，6號線松崗往梅林關、科學館往鳳凰城方向，
7號線太安往安托山、西麗湖往深雲方向，9號線文錦
往深圳灣公園、前灣往孖嶺方向，10號線福田口岸往
甘坑方向均延長至次日0:30。

除此之外，結合往年春運整體客流規律，深圳地鐵
還將在2月10日至2月28日期間共8天，對接駁火車
站、機場的1、3、5、6、11號線再延長運營服務1小
時至24點，並在此期間視客流情況調整行車組織。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娛樂升平》
《平湖秋月》《雨打芭蕉》《步步高》……昨日上
午，8首人們耳熟能詳的廣東音樂在廣州地鐵陳家祠
站裏奏響，市民乘客紛紛點讚。

現場，以高胡、揚琴、秦琴、椰胡、竹笛五件樂器
組成的廣東音樂特色樂隊編製 「五架頭」，在五位廣
東民族樂團演奏家的手中奏響。據悉，這是以 「粵韻
今聲樂享全程」為主題的廣東中樂進地鐵的首場演出
活動。

這場音樂會拉開了 「文化地鐵 精彩旅程」系列活動
的帷幕。根據活動安排，廣州地鐵將在2022年持續打
造 「地下文化長廊」，加強優秀傳統文化、紅色文
化、嶺南文化、廣府文化傳播，通過不少於12場的系
列歷史文化活動，做到 「地鐵線上月月有文化活
動」，打造文化地鐵。

深圳確診1宗閉環個案
醫院門診需持48小時核酸結果

【香港商報訊】記者蔡易成報
道：深圳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昨日
通報，在國際機組人員入駐酒店閉
環管理高風險崗位工作人員例行檢
測中，發現 1例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目前累計報告18例病例，均在
院治療，情況穩定。

深圳地鐵春運
「9+8」延長運營

高質量實施RCEP 穗惠策密集出台

粵韻奏響穗地鐵站

【香港商報訊】記者徐紅報道：廣東省新聞辦近日
舉行發布會，介紹《金融支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實
施意見》及其配套文件並答記者問。

《實施意見》提出了 「十四五」期間金融支持鄉村
振興的總體目標，並量化了涉農信貸、直接融資等方
面的具體目標。包括：到2025年，涉農貸款餘額超過
2萬億元，累計超過600家農業企業在廣東股權交易中
心 「廣東鄉村振興板」掛牌，基本實現 「五個全覆
蓋」，即政策性農業融資擔保業務在各地級以上市和
主要農業大縣全覆蓋、省內主要優勢特色農產品保險
全覆蓋、有信貸需求的農戶信用建檔全覆蓋、新型農
業經營主體信用體系全覆蓋、基層流動支付應用鄉鎮
全覆蓋。

據了解，脫貧攻堅期間，廣東涉農貸款持續增長，
金融機構累計發放678億元金融精準扶貧貸款。

廣東2025年涉農
貸款餘額超2萬億

【香港商報訊】記者王靜抒報道：記者日前獲悉，
深圳圖書館將於1月22日舉辦 「品中國傳統文化，迎
壬寅虎年新春」之春聯送祝福活動。

因疫情防控需要，活動形式由現場書寫春聯、現場
派送調整為由書法家提前書寫，讀者到深圳圖書館二
樓大廳現場領取 「春聯盲盒」。這些 「春聯盲盒」有
的來自中國書法家協會和省書法家協會的書法家們，
也有的是在讀者中徵集到的8名書法達人所書寫。他
們中有耄耋之年的老人，也有小學生；有熱愛傳統文
化的年輕時尚女性，也有執着守護傳統的老行家。

深圖派送春聯盲盒

【香港商報訊】記者陸紹龍、陳彥潔報道：
珠海昨日通報，17日該市確診病例為5例，目前
累計確診病例19例、無症狀感染者1例。據了
解，新增病例與之前的病例屬於同一傳播鏈，
傳播鏈條清晰。

珠海市衞生健康局副局長黃芸介紹，這5例確
診病例均在集中管理的密切接觸者中檢測發
現，近日的主要活動範圍均在香洲區南屏鎮，
病例的居住、工作或學習區域已實施管控，其
活動過的重點場所已進行終末消毒。

珠海新增5宗確診病例

珠海市民進行核酸檢測。香港商報記者陸紹龍 攝

廣東民族樂團演奏家在地鐵站演奏。王貞言 攝

深圳龍崗三聯小型消防站和森林消防隊的消防員整裝待發投身一線抗疫。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廣州市政府昨
日舉辦實施RCEP新聞發布會，廣州市貿促會公布
《RCEP高質量實施行動方案》，推出11項惠企措
施 。 據 悉 ， 《 區 域 全 面 經 濟 夥 伴 關 係 協 定 》

（RCEP）生
效 至 今 ， 廣
州 海 關 共 簽
發 RCEP 項
下 優 惠 原產

地證書177份，貨值約6091.3萬元人民幣。

今年料帶動穗進出口增量超200億
廣州市商務局計劃實施 「234+N」RCEP多維度服

務舉措。同時，根據目前廣州市對RCEP成員國的進
出口情況，以及各類商品的降稅幅度，廣州市商務局
進行了專題研究。

廣州市商務局對外貿易發展處副處長、三級調研員
劉青透露，預計RCEP實施第1年為廣州帶來進出口

年增量將超 200 億元；完
全實施後，將帶來進出口
年增量超500億元。

具體來看，廣州對日韓
及東盟的進口增量空間較
大，對東盟的出口迎來巨
大機遇；以外貿商品細
分，預計機械機電、車輛
及零部件、化工等產品進

口增量最大，機械電子產品出口增量最大。
RCEP正式生效後，廣州海關共簽發RCEP項下優惠

原產地證書177份，貨值約6091.3萬元人民幣；企業向
廣州海關申報進口RCEP項下貨物42.5萬元人民幣。

廣州海關關稅處副處長、二級高級主管丘亮指出，
RCEP引入經核准出口商的條款，符合條件的企業經
海關認證並取得這項資格後，在相關自由貿易協定下
不需要再到簽證機構申領原產地證書，自行出具符合
要求的原產地聲明，就可實現出口享惠，1月1日至
今，廣州海關認定經核准出口商14家，相關經核准出
口商共出具原產地自主聲明11份，涉及貨值約672.2
萬元人民幣。

政策密集出台助力企業「出海」
南沙是廣州對 RCEP 成員國出口重點區域，據統

計，2021 年 1-11 月，南沙對 RCEP 成員國合計進出
口總額 890 億元，佔進出口總值的 37.7%；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南沙港區已開闢 135 條外貿航線，與
RCEP成員國的外貿航線達125條。

為推動RCEP的實施，南沙區17日發布了全國首個
對標RCEP、CPTPP雙協定的自貿區集成性創新政策
《南沙自貿片區對標RCEP CPTPP進一步深化改革
擴大開放試點措施》，提出17條先行先試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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