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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旅遊文化節 11 月惠州舉辦
【香港商報訊】記者盧偉報道：
記者 27 日獲悉，2019 廣東旅遊文
化節及第十屆（惠州）東坡文化節
將在 11 月 22-25 日在惠州舉行。由
香港商報承辦、作為此次雙節重要
活動之一的 「品鑒嶺南」 ——中國
著名作家廣東行惠州採風活動也將
同期舉行。
往年參加 「品鑒嶺南」 活動的著名作家在惠州採風。 資料圖片
據介紹，廣東旅遊文化節從 2005 年起，每年一屆在
廣州舉辦，2011 年起首次由廣州之外的城市舉辦，並
兩年舉辦一次。
東坡文化節始於 2010 年，因東坡詩文 「問汝平生功
業，黃州惠州儋州」，遂由海南省儋州市、湖北省黃
岡市、廣東省惠州市結盟每年輪流舉辦，後東坡故鄉
四川省眉山加入，演變為四市輪辦。2019 年惠州市作
為輪值城市，負責承辦第十屆（惠州）東坡文化節。
惠州市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相關負責人介紹，雙節
活動期間，惠州主會場擬舉辦開幕式綜藝晚會、廣東

（惠州）文化旅遊體育產業博覽會、東坡紀念館開館
儀式、東坡文化論壇、兩廣城市旅遊合作聯席會議暨
旅遊線路推介會、廣東（惠州）美食節、草坪音樂
節、第二屆環粵港澳大灣區城市自行車挑戰賽、 「品
鑒嶺南」－中國著名作家廣東行、東坡遊徑首發及達
人採風、國內外旅行商踩線等 10 多項文旅體活動。開
幕式晚會預計於 22 日在惠州市江北體育館舉行。同
時，惠州市各縣區擬設分會場，舉辦 「民俗非遺、鄉
村旅遊、濱海旅遊、康養旅遊、濱海美食、溫泉旅遊
及工業（智慧）旅遊」7 場主題旅遊嘉年華活動。

「品鑒嶺南」同期舉行
品鑒嶺南——中國著名作家廣東行由原廣東省旅遊
局主辦，香港商報承辦的一項品牌文化推廣活動。值
得注意的是，通過多年的努力，品鑒嶺南活動已成為
廣東旅遊文化宣傳的重要品牌。該活動自 2010 年開始
舉辦，每年一屆，已邀請到包括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莫言在內的上百位中國著名作家到廣東採風、寫作，
寫出了近 300 篇名篇佳作，在社會上產生了較大的影
響力，並編輯出版發行 8 冊《品鑒嶺南——中國著名

首個 「香港建設模式」 項目
前海嘉里中心展示廳開放

中新廣州知識城 14 大項目動工
約，知識城將藉此項目將通信專項規劃與
城市規劃相融合，打造成為全國網絡最先
進、通信服務質量最好的數字經濟先行
區。
在當天的活動現場，黃埔區、廣州高新
區、廣州開發區展示了 2019 年竣工並順
利 進 入 投 試 產 的 其 中 31 個 重 大 產 業 項
目，項目總投資額約 655 億元，預計產值
約 675 億元。

打造環湖總部經濟帶「心臟」
記者在現場了解到，環湖總部經濟帶動
工 項 目 共 有 14 個 ， 項 目 涉 及 商 業 綜 合
體、科研培訓、創新平台、城市更新、航
空客運、學校、醫院和城市基礎配套建設
九龍湖總部集群項目效果圖
等多個行業。 「環湖總部經濟帶」位於知
【香港商報訊】記者朱樺 通訊員黃于穗、邱暖
識城的中部，屬於知識城的 「心臟」位置。據介紹，
娜、賴偉敏報道：27 日，黃埔區、廣州高新區、廣州
環湖總部經濟帶將以九龍湖中新合作標杆項目為核
開發區在中新廣州知識城舉行環湖總部經濟帶動工暨
心，形成對外開放的標誌性區域。該區域包括中央活
穗港澳通用航線啟動活動。中新廣州知識城九龍湖總
力區、生態科普區、運動共享區、創意文化區四大功
部集群項目、國際創新驅動中心等 14 個重大項目在當
能分區，塑造國際級濱水公共活力中心。
天集中動工，總投資額約 523 億元。
在九龍湖總部集群項目中，將建設中新合作標杆項
同一天，中新廣州知識城國際數字經濟樞紐項目簽
目，其將成為整個知識城片區的最高標誌性建築矗立

在九龍湖畔。此標誌性建築規劃高度達 280 米，將打
造新一代超高層辦公與共享空間，是中新雙方共同推
動知識城在科技創新、城市建設、知識產權、人才交
流與培訓、招商引資等領域的合作平台。

穗澳直升機航線行程半小時
粵港澳通用航線於當天啟動，並舉行了試飛活動。
當日，嘉賓們搭乘直升機，從黃埔區、廣州高新區、
廣州開發區飛往澳門，行程約半小時。
粵港澳航空產業基地項目將開通穗港澳跨境直升機
航線，打造穗港澳空中連廊。未來，憑藉連接香港、
澳門的水上航線和空中航線，以及日益完善的陸地交
通，黃埔區、廣州高新區、廣州開發區將形成穗港澳
「海陸空」全方位交通樞紐對接，構建粵港澳大灣區
「
1.5 小時經濟圈」，助力該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創
新中心核心樞紐。
據悉，粵港澳航空產業基地項目主要為粵港澳三地
客戶提供包機、接送、旅遊、貨運等跨境客運服務，
未來將建成集通用航空機場+免稅商場+培訓基地+體
驗中心為一體的航空產業綜合基地。此次粵港澳航空
產業基地項目將打造穗港澳商業航空機場的重要支
點，粵港澳航空快線可推動構建大灣區 30 分鐘高端商
貿圈。

百濟神州廣州生物藥生產基地一期竣工
【香港商報訊】記者朱樺 通訊員黃于穗、黃嘉
慶、歐志斌報道：27 日，百濟神州廣州生物藥生產基
地一期項目竣工。
該項目總投資預計超過 23 億元，佔地面積 10 萬平
方米，建設僅耗時兩年即實現 8000 升生產能力，建設
效率超越全球同類型項目。
廣州生產基地將負責生產包括公司自主研發的
PD-1 單抗替雷利珠單抗在內的大分子單克隆抗體類
抗癌藥。替雷利珠單抗是全新的、結構優化後的

PD-1 單抗，臨床數據顯示，其在經典型霍奇金淋巴
瘤等領域，能夠為患者帶來更多生的希望。據悉，該
公司的 PD-1 具備結構差異，能夠給患者帶去更多生
的希望，並有望成為第一款中國自主研發、本土生產
的走向發達市場的創新抗癌藥，為全世界民眾提供
「
可及、可負擔的好藥」。
據了解，百濟神州廣州生物藥生產基地規劃了
24000 升商業規模的生物製劑生產能力，工廠設計符
合中國、美國和歐盟 GMP 標準，在軟件、硬件建設

大朗織交會將展示產業智造
【香港商報訊】第十八屆中國（大朗）國際毛織產
品交易會將於 11 月 2 日-7 日在廣東省東莞市大朗毛織
貿易中心舉行。
27 日，記者從 「織交會」組委會獲悉，目前 「織交
會」招展工作已完成 90%，預計 10 月初將全部落實。
今屆展會展期 6 天，前 3 天為專業展，後 3 天為觀眾開
放日，展會期間將安排設計大賽、主播大賽、流行趨
勢發布、設計師年會、行業論壇等活動；展會將設毛
織貿易中心為主會場，並設環球貿易廣場和紡織世界
為分會場，多層次、多角度展示大朗毛織產業在原創
設計、新型紗線、智能製造等發展趨勢上的不斷升級
轉型，推動 「織交會」再上新台階，向海內外客商展
示中國毛織產業的智能化製造新未來。
對於毛織產業，智造驅動未來早已經被大朗提上日
程。據 「織交會」組委會介紹，近年來，大朗毛織依
託和完善 「1+2+5+N」的管理服務體系，把握原創設
計、新型紗線、智能製造三大發展趨勢，通過打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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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hua Group Dalian
Chemical Industry Co., Ltd.
Announcement on the Judicial Withholding
of Some Shares in the Special Account for
the Property Disposal Bankrupt Enterprises
of Dahua Group Co., Ltd.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and all its members ensure that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announcement does not have any false statement,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 and significant omissions, and will take several and joint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truth, accuracy and integrality of the content.
On September 26, 2019, according to the (2018) Liao 02 Po 43-4 Notice for Execution
Assistance by Liaoning Province Dalian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Shanghai
Branch of China Securities Depository and Clearing Co., Ltd. shall transfer 37,952,339
shares among the 63,977,615 non-tradable shares of Dahua Group Dalian Chemical
Industry Co., Ltd. held by the spcial account for property disposal of the bankrupt
enterprises of Dahua Group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Dahua Group” to a
special securities account. The details shall be as follows:
1. Details of this judicial transfer of shares
According to the Notice of Execution Assistance issued by Dalian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the number of shares involved in the judicial transfer to the special
securities account shall be 37,952,339, accounting for 59.32% of the Company shares
held by the special account for property disposal of bankrupt enterprises of Dahua
Group and 13.80% of the total share capital of the Company. The above-mentioned
shares shall be deducted and transferred to the following securities accounts with
the number of share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abl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otice of
Execution Assistance issued by Dalian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Securities account designated by the
creditor
Dalian Baihao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
Ltd.
Account designated by other 17 special
creditors
Total

Shares
transferred

Ratio in total share capital
of the Company (%)

2,753,064

1.00

35,199,275

12.80

37,952,339

13.80

平方公里毛織商貿城和 「織交會」等 10 大行業特色活
動，推動傳統毛織產業升級為智造產業、時尚產業和
文化產業，通過 「機器換人」和 「互聯網+」，實現
「大朗智造」的創新未來發展。
在智能製造方面，本次 「織交會」緊扣 「智造」主
題，打造專業機械展館和 「毛織智造館」，全面呈現
最先進的毛織自動化水平，引領毛織行業高質量發
展。同時，寧波慈星將繼續承辦今年的 「毛織智造
館」，展示行業最新機械設備。
紗線是智造的源頭，今年 「織交會」將繼續推廣使
用新型材料、先進技術，推動中國傳統紡織產業向綠
色環保、高端時尚發展。還將與國內外紡織龍頭企業
深化合作，繼續深挖紡織產業科技屬性，高質量打造
新型紗線區，使之持續成為展會亮點，引領傳統毛織
走出中國，走向國際。此外，秉着為毛織行業集智匯
才的原則，此次 「織交會」還將重點舉辦 「智造」和
「紗線」兩大主題論壇。
冷運軍 曾雲妃 鍾金法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gress status of the merger and reorganization of Dahua
Group and other 8 companies, since the claims of some creditors who have chosen
to pay off the debt by shares are still in a state of suspension and some creditors
have not yet provided their securities accou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reorganization plan, the part of the debt-paying shares to be allocated shall be
deposited in the interim securities account of the custodian, i.e. the special account
for property disposal of bankrupt enterprises of Dahua Group, who shall redistribute
such shares to relevant creditors after confirmation of the debt and provision of the
securities account.
This share deduction and transfer shall be the judicial deduction of shares by the
administrator for the creditors who have completed the above-mentioned procedures.
2. Subsequent event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is deduction and transfer, there shall be still 26,025,276
shares in the special account for property disposal of the bankrupt enterprises
of Dahua Group, which shall need the relevant creditors to perform the relevant
procedures before judicial transfer can be carried out, and the subsequent judicial
deduction of shares shall be carried out in batches depending on the performing of the
procedures.
3. The Company’s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shall not be changed after the share
transfer
This deduction is made for the shares in the special account for the disposal of
property of the bankrupt enterprises of Dahua Group. Dahua Group still holds
81,125,000 shares of the Company, accounting for 29.50% of the total share capital
of the Company, and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of the Company shall still be Dahua
Group.
The Company shall fulfill its obligation for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imely. China
Securities News, Shanghai Securities News,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and the
website of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http://www.sse.com.cn) shall be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media designated by the Company. Relevant information shall be based on
the content carried by above appointed media. We request the investors to notice the
investment risk.
The Board of Directors
Dahua Group Dalian Chemical Industry Co., Ltd.
September 27, 2019
Documents for filing:
The Notice On Judicial Freezing and Transfer of Shares and the Notice on Execution
Assistance issued by Liaoning Province Dalian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作家廣東行》作品集。
本次 「品鑒嶺南」——中國著名作家廣東行惠州採
風活動將邀請包括中國作協第 9 屆副主席葉辛，中國
文物保護基金會歷史文化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協
會員、東坡文化文史專家朱小平，作家出版社原總編
輯、著名評論家張陵，著名作家、詩人陳世旭，江蘇
省中華文化促進會副主席周桐淦，中國作協全委會委
員、湖南省作協名譽主席、湖南省政協常委蔡測海，
山東省作協主席團委員、電視連續劇《人民的名義》
首席策劃矯健，江蘇文藝出版社副總編輯黃孝陽，雲
南普米族著名詩人、麗江文聯主席、書記魯諾迪基等
著名作家，就惠州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以旅遊為抓
手，打造惠州鄉村遊名片為主題，深入惠州市惠陽
區、博羅縣、惠東縣展開 6 天的採風，為廣東和惠州
留下更多佳作，助力惠州建設國內一流城市。
據透露，雙節期間，惠州市各縣區還將舉行豐富多
彩的分會場活動，其中包括惠城區舉辦民俗非遺 「歡
樂嘉年華」，惠陽區舉辦鄉村旅遊 「歡樂嘉年華」，
惠東縣舉辦濱海旅遊 「歡樂嘉年華」暨第三屆海上
「那達慕」活動，博羅縣舉辦第二屆環粵港澳大灣區
城市自行車挑戰賽暨康養旅遊 「歡樂嘉年華」，龍門
縣舉辦溫泉旅遊 「歡樂嘉年華」，大亞灣開發區舉辦
濱海美食 「歡樂嘉年華」，仲愷高新區：工業（智
慧）旅遊 「
歡樂嘉年華」。

方面均樹立了行業標杆。其採用全球領先的 KUBio
整體解決方案，提升整體運轉效率，全面引入世界頂
級生物藥生產企業勃林格殷格翰生產工藝，不僅對標
國際先進標準，並有潛力、有能力進一步提升生產效
率，超越國際經驗和標準。
記者了解到，百濟神州還在廣州國際生物島建立研
發中心，以生物藥和細胞療法為主，屆時百濟神州將
在開發區成為集基礎科研、臨床開發、商業生產、市
場銷售於一體的全產業鏈平台。

【香港商報訊】記者王娜報道：近日，深圳大型綜
合發展項目前海嘉里中心租賃展示廳對外開放。
據了解，前海嘉里中心位於前海深港合作區前沿，
項目地段優越，坐擁一線海景及水廊道景觀資源、濱
海公園，綠意環繞四周，是 2014 年前海納入自貿區
後首個出讓項目，是第一個落戶的香港企業建設的項
目，也是前海第一個試點 「香港建設模式」的投資項
目。項目總建築面積逾 40 萬平方米，分三期發展，
包括寫字樓、公寓、商業及酒店等，一期預計將於
2020 年上半年竣工。
前海嘉里中心租賃展示廳設於一期寫字樓 T1 棟 29
層，內有多媒體影音、智能辦公、生態氧吧、智慧健
身、共享辦公等展示區，通過運用高新科技及多媒體
應用設備，以體驗式服務全面展示項目品牌及產品形
象，整體呈現具前瞻性的未來辦公場景。

深圳關山月美術館舉辦
全國美展水彩‧粉畫展
【香港商報訊】記者易小婧報道：27 日，由中國文
化和旅遊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中國美術家協
會主辦，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深圳市文學藝術聯合
會、深圳市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和羅湖區政府承辦的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第十三屆全國
美術作品展覽水彩·粉畫展」在深圳關山月美術館開
幕。據了解，本次展覽即日起至 10 月 27 日在關山月美
術館舉行，10 月 29 日-11 月 7 日在羅湖美術館依次進
行主展。
據悉，本屆全國美展水彩·粉畫展得到了全國各地藝
術家的踴躍參與，共收投稿作品 5455 件。本着公平、
公開、公正的原則，經過嚴格的初評、復評，共遴選
出 350 件入選本次展覽，其中，進京作品 40 件（含獲
獎提名作品 9 件）。參評作品與國家同發展、與時代
共進步，深刻反映了新時代人民生活狀態和時代精
神，生動詮釋了 「筆墨當隨時代」的美學命題，充分
展現了當下水彩粉畫創作的時代特徵和藝術風貌。

莞長安拍攝專題 MV 迎國慶
【香港商報訊】記者冷運軍報道：26 日晚， 「十萬
歌聲獻祖國 砥礪奮進新時代」長安鎮慶祝新中國成
立 70 周年專題 MV 發布活動在廣東省東莞市長安鎮舉
行。發布現場播放的《我和我的祖國》MV 時長 10 分
鐘，長安鎮參與拍攝的 10 萬民眾的深情祝福歌聲響徹
夜空。
當晚的發布活動分為 「我和祖國同心、我和祖國同
聲、我與祖國同在、我向祖國表白、我向祖國獻禮及
我為祖國歌唱」六大互動環節，1000 多名參與人員以
歌聲、心聲，為祖國母親獻上祝福。
據悉，是次大合唱 MV 拍攝活動，為長安鎮主導並
策劃的慶祝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的系列活動之一。活動
自 9 月 17 日啟動以來，在短短 5 天的時間裏，長安鎮
動用 5 個攝像組，走進政府大院、邁向治水一線、深
入生產車間，走學校、串小區，和居民對話、與鐵騎
同行，唱響愛國最強音，引起長安民眾廣泛共鳴。從
機關黨員幹部，到一線產業工人；從港澳同胞，到廣

長安發布《我和我的祖國》MV 現場
場舞大媽；從 「
00 後」學生，到小區居民，超 10 萬
人攜手參與拍攝。

深圳新版企業公共信用報告出爐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近日，深圳市公共信用中心制定了
《深圳市公共信用中心企業公共信用信息查詢報告格式規範（試行）》。
根據該規範，10 月 1 日起，市民和各單位均可登錄深圳信用網（www.szcredit.org.cn），獲取深圳市企業公共信用信息查詢報告，網上獲取的信用
報告與窗口板打印的信用報告統一格式，統一標準，自動巢狀統一印章，
具有同等效力。各使用單位均可通過深圳信用網 「報告防偽查詢」欄目，
核實報告真偽。
為擴大報告的應用面，此次試行推出的新版報告有 3 個版本，分別為完
整版、合規版和基礎版。各版本將根據信用主體、公開級別、使用場景等
不同維度分類展示，3 個版本的信用報告包含的企業信用信息側重點也將不
同，使用單位可根據實際需求，選擇不同版本的信用
信息查詢報告。
股票代码：600094、900940
股票简称：大名城、大名城 B
编号：2019-092
深圳市企業公共信用信息查詢報告是 2017 年出台的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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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辦法》的配套制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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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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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從公共信用領域，系統地、客觀地反映企業信用
2019 年 9 月 27 日，公司已将部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1,000 万元归还至公司
狀況，在各項經濟往來中可以有效披露信用主體的公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通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具体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刊登的公司临时公告 2019-092 号《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共信用記錄，減少交易方不必要的信用風險和損失，
金部分归还的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客觀上可以約束交易對象經營行為。
2019 年 9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