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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工商聯系統全力助港抗疫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鳳鳴、陳彥潔報道：近日
來，香港疫情牽動全國上下的心。深圳全市非公經濟
領域、工商聯系統身體力行，用不同的方式支持助力
香港抗疫，與香港攜手同行、共渡難關。

民企與深港社團顯擔當
15 日，位於香港馬鞍山體育館內的華大氣膜 「火
眼」實驗室重新啟用，華大基因亦派出專業團隊抵
港，大幅提升核酸檢測能力，共同助力香港抗擊疫
情。同日，貼着 「深港連心，攜手抗疫！亞輝龍新冠
抗原試劑馳援香港同胞！」火紅橫幅，滿載數百萬人
份新冠抗原檢測試劑的貨車緊急駛往香港。無獨有
偶，深圳市金準生物醫學工程有限公司亦向香港捐贈
了 1 萬人份的試劑盒。17 日，騰訊公司通過旗下騰訊
基金會總計向香港抗疫支援港幣 5000 萬元。

作為香港互聯網專業協會會長的港澳企業家冼漢
迪，以個人名義捐贈 30 萬元，並組織協會發起大量
社區抗疫活動，義工參與人數超過 100 人次，受惠人
數 超 過 10000 名 ， 派 發 超 過 20 萬 個 口 罩 及 其 它 物
資。
還有許多深圳民營企業家，如希瑪眼科醫療控股
有限公司聯合亞輝 龍 共 同 捐 出 30 萬 套 新 冠 病 毒 快
速測試包，中成空間（深圳）智能技術有限公司
計劃捐贈一組 3 個氣膜方艙，價值約 90 萬元…企業
家們積極捐款捐物，始終與香港同胞團結一心、同
舟共濟。
戰勝疫情，社團青年力量顯擔當。深圳潮青會聯合
香港潮青總會積極響應抗疫工作，採購 5000 份快速抗
原測試盒，近日由香港潮青總會組織香港義工派發，
並聯合金活關愛健康基金會共同向香港市民捐贈首批

抗感葯物。連日來，香港深圳青年總會聯合各區香港
青年骨幹成員，或是捐款捐物馳援 「戰疫」前線，或
是主動請纓開展志願服務。

基層工商聯動員一切資源
18 日，鹽田區工商聯（總商會）主席（會長）企業
——深圳市安多福消毒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香港鹽
田同鄉聯誼總會、香港九龍總商會以及香港尚瓏集團
捐贈價值 139.25 萬元的防疫物資。坪山區龍田街道居
深港人聯誼會會長、區工商聯副主席、萬暉五金（深
圳）有限公司總經理伍紅紅及萬暉五金向香港低收入
家庭及學校捐贈了 1 萬套個人快速核酸檢測試包等抗
疫物資。同日，南山區工商聯（總商會）會員企業
——金活醫藥集團將首批包括普濟抗感顆粒在內的抗
感葯物數十餘箱共計 1296 盒捐贈至香港潮青總會，用

深圳開通「海上快線」
全力保障生活物資供港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昨
日傍晚，隨着滿載 200 噸供港蔬菜的駁
船從深圳大鏟灣碼頭駛航香港，深圳港
大鏟灣、媽灣和鹽田集裝箱港區全面開
通供港物資水路運輸快速通道，嚴格落
實港口及從業人員疫情防控，全力保障
香港同胞生活物資供應。
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和廣東省委、
省政府的部署，深圳市委、市政府積極
組織調動各方力量，與港方加強聯動，
全面統籌調度貨源、運力，優化通關流
程，提升通關效率，採用多種方式提高
供港物資供應能力，實現了供港蔬菜
「零等待」 快速通關，滿足每日供港鮮
活商品 「次晨達」 的時效要求，全力保
障對港物資供應。

深圳三大碼頭運力全開
21 日下午，在深圳大鏟灣碼頭、招商媽灣碼頭，工
作人員正在積極準備供港蔬菜、生活日用品的集裝箱
裝船作業。
大鏟灣碼頭組織的該批運輸物資為供港蔬菜、水
果、雞蛋等，共計 26 標箱，約 200 噸，相當於陸路運
輸 30 台卡車運量。計劃 18 時 30 分開往香港現代貨箱
碼頭，預計當晚 23 時許到達香港現代貨箱碼頭。
21 日 22 時，在媽灣碼頭，港口駁船滿載共計 52 標
箱生活物資始發，22 日凌晨 0 時到達香港屯門內河碼
頭。這批物資相當於陸路運輸 28 台卡車運量，其中還
包括香港居民網上採購的毛衣、睡褲、牙刷、拖鞋等
生活日用品。
就在 21 日凌晨 5 時，在鹽田國際碼頭，組織 4 標箱

供港物資集裝箱
正在裝船作業。

供港蔬菜運往香港，共計約 51 噸，相當於陸路運輸 3
台卡車運量，已於當日到達香港碼頭並經香港食安中
心查驗後立即投放市場。
22 日起，深圳港大鏟灣、媽灣和鹽田集裝箱港區
設立水路集散分流點，正式全面開通 「大鏟灣碼頭
——香港現代貨箱碼頭」 「媽灣碼頭——屯門內河
碼頭」 「鹽田國際碼頭——香港國際集裝箱碼頭」
定時定點駁船航線，全力保障香港同胞生活物資供
應。後續深圳市交通運輸局將視需要逐步增加或調
整船舶運力或班次，切實保障深港跨境貨物運輸供
應鏈穩定。

實施「抵港直裝」鮮活品「次晨達」
據悉，陸路跨境運輸的生鮮、保障生活等民生物
資，對運輸時間要求高，因此，水路跨境運輸關鍵要

解決時效性問題。深圳海關採取 「提前申報、抵港直
裝、非侵入查驗」監管模式，引導供港企業提前申
報、實現貨到自動分流；對於需要查驗的貨物採取優
先檢查的方式，最大限度保障貨物及時裝運；對於無
需 查 驗 的 貨 物 第 一 時 間 通 知 放 行 ， 實 施 「抵 港 直
裝」，推進通關 「零等待」 「零延時」，實現供港鮮
活商品 「次晨達」。
目前，深圳港每周共有 134 條周班航線掛靠香港
港，可實現深港集裝箱貨物水路運輸。為保障深港
水上運輸線的安全順暢及時效性，深圳開通大鏟灣
碼頭至香港現代貨箱碼頭（4-5 小時）、媽灣碼頭
至屯門內河碼頭（2-3 小時）、鹽田碼頭至香港國
際集裝箱碼頭（7-8 小時）三條定時定點駁船專用航
線，碼頭內設置專用泊位，每日保證至少 3000 標箱處
理能力。

步發布廣州南沙推動與港澳規則銜接十大典型案例，
不斷提升與港澳規則機制 「軟聯通」水平，化 「制度
之異」為 「制度之利」。
據南沙區委常委、常務副區長魏敏介紹，南沙與港
澳合作不斷深化，加快實現基礎設施 「硬聯通」、規
則機制 「軟聯通」、科技人才 「智聯通」、產業協同
「鏈聯通」和交往交融 「心聯通」。

基 礎 設 施 「硬 聯 通 」 ， 着 力 構 建 「半 小 時 交 通
圈」。規則機制 「軟聯通」，加快打造內地與港澳規
則相互銜接示範基地。科技人才 「智聯通」，加快建
設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重要承載區。產業協同
「鏈聯通」，加快打造大灣區現代產業新高地。聚焦
交往交融 「心聯通」，加快建設大灣區優質生活圈示
範區。

中國芯底層自主關鍵核心專利獲突破
【香港商報訊】記者趙晉天報道：中國芯底層自主
專利證書。智想科技成為中國首個取得完整指令集和
關鍵核心專利獲突破。國家知識產權局近日對深圳市
架構專利技術成果的公司。
智想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發並具有完整功能 RISC
性能提升 成本降低
CPU
的
OURCOR
智想科技自主研發的 OURCORE 指令專利，係基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E 指令集系
於 RISC 架構的 CPU 指令集系統及 CPU 系統，編碼支
CAFE PARADISE II 統和架構授 持 32 個 32 位通用功能寄存器，不同位數長度的操作
「現㈵通告：湯偉東其㆞址為㈨
予專利權，
碼字段結合其他字段，或全部由操作碼字段組成不同
龍砵蘭街412號㆞㆘，現向酒牌局
並頒發發明
的指令編碼格式類型，用於執行至少一條預設操作指
申請位於㈨龍砵蘭街412號㆞㆘
令。該發明可降低因為
CAFE PARADISE II的酒牌續
跳轉指令地址範圍不足
期。凡反對是㊠申請者，請於此
而造成需要增加指令開
公告刊登之㈰起㈩㆕㆝內，將已
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
㈨龍深㈬埗基隆街333號北河街市
政大廈4字樓酒牌局㊙書收。
㈰期：2022年2㈪22㈰」
稅務㈹表(30多年經驗專業㆟仕處理)
申索書編號︰LBTC4109/2021

畢杜楊會計師行有限公司
BUT DO YEUNG C. P. A. LIMITED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AND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CAFE PARADISE II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Tong Wai
Tung of G/F, No.412 Portland Street,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CAFE
PARADISE II situated at G/F, No.412
Portland Street, Kowloon.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th
Floor,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22 February 2022"

僑鄉恩平全力
支持香港抗疫
【香港商報訊】記者盛芳齡 通訊員江恩宣報道：
連日來，香港蔓延的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牽動着僑
鄉恩平人民的心。恩平市委、市政府迅速部署各有
關單位和社會各界積極支持香港抗疫工作。在得知
在香港的恩平鄉親防疫物資短缺現狀，恩平為旅港
恩平鄉親寄去 2000 個口罩、1500 盒連花清瘟膠囊等
防疫物資，合共 6.25 萬元，幫助他們抗擊疫情、渡
過難關。
目前，第一批物資正發往香港，到達香港後將由
香港五邑總會、深港恩平商會、僑港恩平同鄉會、
僑港恩平鄉親聯誼會、香港恩平工商會、僑港岑氏
宗親會、旅港恩平大江鄉同鄉會、香港平安同鄉
會、恩平藜塘旅港同鄉會 9 個社團發放給旅港的恩
平鄉親。

廣東嚴格落實進口
冷鏈食品「人物同防」

南沙與港澳合作實現 「五聯通」

【香港商報訊】記者賴小青、陳彥潔報道：廣州南
沙區昨日舉行廣州南沙粵港澳全面合作示範區建設成
效新聞發布會。記者在會上獲悉，大灣區建設以來，
南沙立足粵港澳全面合作示範區定位，不斷深化與港
澳及周邊地區合作，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取得的一
系列成果成就。
規則銜接是大灣區建設的重點和難點。對此南沙同

於香港市民抗疫。
福田區工商聯主席林曉輝兼任香港的士司機從業員
總會會長，他組織從業人員發起愛心車隊青年行動，
100 部左右的愛心車隊為醫管局醫護人員及志願者提
供服務，並參與到運輸物資及其他抗疫工作中。龍華
區工商聯（總商會）募集價值 20 萬元的新冠病毒快速
測試包、防疫包等抗疫物資贈港。龍崗區平湖商會副
會長亞鋼集團董事長李映洲，以香港汕頭社團總會常
務副主席、香港汕頭社團總會新界東地區分會主席的
名義，採購 4 萬劑新冠抗原檢測試劑捐給香港新界東
南、新界東北社區居民使用。羅湖區工商聯港澳委員
會號召大家身體力行投入到香港防疫抗疫的隊伍中。
深圳各區、街道工商聯用實實在在的行動為支持香
港抗疫做出自己的貢獻，也成為全力支援香港戰疫的
一個生動注腳。

清盤除㈴/破產申請
公司及個㆟稅務申報和策劃
成立本㆞，海外及BVI公司
成立㆗國公司或辦事處
年報及公司㊙書服務
會計理帳/年結核數
商標註冊
地址 ：香港皇后大道㆗340號
華秦國際大廈18樓
電話 ：(852)2581 2828
傳真 ：(852)2581 2818
電郵 ：enquiry@butdoyeungcpa.com
地址 ：香港德輔道中300號華傑商業中心19樓
電話 ：(852)2520 2727
傳真 ：(852)2520 2336

銷的程序場景的發生概率，能有效降低編程難度，提
高處理器運行性能。
OURCORE 架構流水線專利，通過對 RISC 架構處
理器及其並行流水線結構設計的新穎方法，指令存儲
器讀取數據位寬達到指令位寬的 n 倍；處理器內核、
取指令部件和流水線部件組成並行流水線結構，對所
述指令進行指令譯碼、指令執行、存儲器訪問或數據
回寫的流水線操作。該發明可降低處理器的成本和設
計難度。

自主研發 十年礪劍

【香港商報訊】記者徐紅報道：近日，廣東省農
貿市場和進口冷鏈食品疫情防控工作專班召開全省
疫情防控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對節後農貿市場和進
口冷鏈食品疫情防控工作進行強化部署。
會議強調，廣東堅決貫徹 「外防輸出、內防反
彈」總策略和 「動態清零」總方針，嚴格落實進口
冷鏈食品 「人物同防」要求，廣東省各級市場和冷
鏈防控專班及成員單位要進一步壓實工作責任，緊
盯關鍵環節，強化進口冷鏈食品集中監管倉監管，
不斷提高問題冷鏈食品應急處置效率，切實防範新
冠肺炎疫情通過進口冷鏈食品傳播風險。
會議提出，嚴格從業人員健康管理，落實分級分
類管控措施。要嚴格高風險崗位人員管理，落實高
頻次核酸檢測、人員固定、規範防護、閉環管理等
要求。要強化重點人員防控，加強從業人員日常健
康防護。與此同時，緊盯關鍵環節，持續抓好常態
化防控措施。各地要把好流通檢測關。特別提出要
加強對涉進口冷鏈食品生產經營者的日常監管，加
大對冷庫的檢查力度，督促未註冊 「冷庫通」生產
經營者及時規範使用系統，確保廣東省冷鏈都納入
「冷庫通」系統在線監管範圍。

超百企業支持深港澳
金融科技師專才計劃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近日，深港澳
金融科技師專才計劃（SHMFTPP）2022 年 3 月 26
日一級考試報名結束，共有來自全國 17 個省市和地
區的 1000 餘名考生報名，報名人數再創新高。
調研結果顯示，為專才計劃出台內部激勵政策的
企業數量明顯增加，激勵方式也更為多樣化。這是
專才計劃建立良好生態的最佳印證。目前，為專才
計劃制定針對性的內部激勵政策的企業達到了 110
家 ， 比 2021 年 10 月 組 織 的 第 二 次 調 研 增 加 了 45
家，支持企業的範圍有了明顯擴大。
自成立以來，專才計劃在知識體系搭建、教材編
寫、培訓教學、人才認證、職業招聘、考試組織、
交流宣貫、推廣普及等方面都進行了許多開創性的
工作，產生了相當程度的行業影響，初步奠定了金
融科技人才培訓認證領域標杆項目的地位，為深港
澳聯手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金融科技中心提供堅
實的人才基礎。

粵農業龍頭
企業超五千家

【香港商報訊】記者徐紅報道：近日，廣東省農
業農村廳召開新聞發布會，正式公布
2021 年度該省
據悉，上述兩項重大專利的發明人之一——深圳市
新增國家級、省級農業龍頭企業名單，以及全省農
智想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周黃，20 年前懷揣
業龍頭企業助力鄉村振興情況。
2000 元來深圳創業，憑借其計算機專業優
根據農業農村部等 7 部委《關於公布第七批農業
勢，2002 年成立深圳芯世威科技有限公司，
產業化國家重點農業龍頭企業名單的通知》，樂禾
以芯片貿易、芯片應用方案和代理起步，逐
食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廣州黃沙水產交易市場有
漸成為 8 位 MCU、32 位 MCU/CPU 設計和
羅柱添 (LAW CHU TIM)
申索㆟
限公司等 20 家廣東農業企業成功入選第七批農業產
對
消費類終端產品等領域的集成電路設計、應
D1︰羅聯發，㈿和麵飽餅食之前合夥㆟
業化國家重點龍頭企業。經廣東省人民政府批准，
用、銷售、服務一體化的公司。
(LAW LUEN FAT, A FORMER
廣州市綠蘊食品有限公司等 166 家企業新增認定為
PARTNER OF HIP WO BAKERY SHOP)
期間，OURCORE 處理器指令效率高、擴
2021 年度廣東省重點農業龍頭企業。自此，截至目
D2︰梁琴笑，㈿和麵飽餅食之前合夥㆟
展性強，做到了完全自主設計、可控替代，
(LEUNG KAM SIU, A FORMER
前廣東現有省級以上農業龍頭企業數量達 1292 家。
PARTNER OF HIP WO BAKERY SHOP) 被告㆟
突破了中國芯片底層關鍵核心指令和架構的
近年來，廣東重點抓好農業龍頭企業隊伍建設，
通告
瓶 頸 問 題 ， 填 補 了 中 國 在 MCU、 CPU、
㈸ ㈾ 審 裁 處 現 接 獲 申 索 ㆟ 羅 柱 添 (LAW
健全扶持政策體系，加大財政支持力度、強化金融
DSP 等領域的空白。
CHU TIM) 入稟申索，向被告㆟ D2︰梁琴笑，
㈿和麵飽餅食之前合夥㆟ (LEUNG KAM SIU,
投入支撐，完善聯農帶農機制，促進 「三
A FORMER PARTNER OF HIP WO
農」領域創新創業繁榮，培養農業企業家與
BAKERY SHOP) 追討申索款㊠。本案將在 ㈨
股票代码：600094、900940
股票简称：大名城、大名城 B
编号：2022-015
龍加士居道36號2樓 第4號法庭聆訊，㈰期時間是
專業人才，多措並舉助推農業產業化龍頭企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6㈪ 13㈰ ㆘午 2時 30分。被告㆟可向 ㈨龍
業做大做強。廣東省農業農村廳總畜牧獸醫
加士居道36號㆞㆘ ㈸㈾審裁處登記處索取此申索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部分归还的公告
書副本㆒份。如在本通告㈰期起計 ㆒個㈪ 內被告
本公司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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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屈源泉透露，目前廣東省現有國家、省、
㆟仍不與該登記處聯絡，法庭可在其缺席情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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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縣四級農業龍頭企業總數超 5000 家，
行聆訊。
2022 年 2 月 21 日，公司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1000 万元归还至公司募集资
㈰期︰2022年2㈪22㈰
金专用账户，并通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實現涉農營業總收入超 7300 億元，廣東農
司法常務主任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業龍頭企業數量、質量均穩居全國前列。
此通告刊登在香港發行之㆗文報章 香港商報㆒㆝
2022 年 2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