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

2021 年 3 月 6 日 星期六

責任編輯 魏煒婷 楊眉

新聞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許榮茂委員：

案》《關於推進智慧治理在智慧城市建設中的應用的
提案》《關於優化人口結構，應對中國人口發展新形
勢的提案》等多份提案，就助推灣區發展、挖掘消費
潛力、助力國寶回歸、發揮僑智僑力、智慧城市建設
等社會熱點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
許榮茂在提案中指出，要助力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
發展，首先應做好基礎設施 「硬聯通」：一方面，要
大力發展智慧交通，依託物聯網、雲計算、人工智
能、自動控制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加強粵港澳智慧城
市建設。另一方面，應打通大灣區制度和機制 「堵
點」，完善《外商投資法》配套法規，完善商貿流通
體系，消除創新要素跨境流動壁壘。
針對大灣區一體化協同發展問題，許榮茂認為應進
一步完善區域戰略統籌，推動各城市之間的功能互補，
強化各城市間專業化分工協作聯繫，特別是要加強金融
有機銜接，加快發展金融科技，加強金融監管協調。此
外，他也強調要擴大大灣區的人文
與文化對接，不斷豐富港澳青年赴
內地交流活動，增加港澳居民對
祖國的認同感、歸屬感。

倡建粵港青年文化交流基地
【香港商報訊】記者
姚志東報道：全國政協
委員、香港各界文化促
進會主席、海雅集團董
事局主席涂輝龍在今年
全國兩會上提議，大灣
區各市應繼續發揮地域
相鄰、文化相融、語言
相通的優勢，進一步加
深與香港青年藝術工作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各
界文化促進會主席 、海雅 者的交流合作，對於爭
取香港青年群體融入大
集團董事局主席涂輝龍
灣區，增強內地與香港
的文化認同感，維護香港文藝界的繁榮穩定，促進中
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都有着極為重要的現
實意義。
為使該提案真正落到實處，涂輝
龍提出三點建議：首先，在大灣區
內建立 「粵港青年藝術工作者交流
基地」。該基地集會議設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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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美卿認為，民營企業要堅定立場信念，提高政
治站位，毫不動搖地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誠
信經營，守法經營，合規經營，構建親清新型政商
關係。在誠信守法、公平競爭的基礎上做大做強企
業，做優做精產品。保障員工合法權益，構建和諧
勞動關係。要發揮科技創新主體作用，加大研發投
入，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助力實現產業鏈、
供應鏈、創新鏈的自主可控和良性循環。要做新時
代的企業公民表率，致富思源，義利兼顧、積極主
動承擔社會責任。
今年是國家 「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開啟全
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着第二個百年
奮鬥目標邁進。翟美卿說，這也是民營企業踐行初心
使命的新方位、新坐標。廣大民營企業在這項偉大事
業中應該大有作為，讓企業 「
由大到強」與國家 「
由
富到強」實現同頻共振，把個人的夢想、企業的
夢想融入到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征程之中。

培訓、餐飲住宿、康體娛樂、信息服務、綜合協調等
功能為一體，對口搭建交流合作平台，為香港青年藝
術工作者（或團體）提供更多的交流演出機會，以及
為在內地開展的兩地文化交流活動提供場地、人員、
設備等支持。
其次，基地成立後，將建立香港青年藝術工作者
（或團體）資料庫，對已參與過兩地重點交流活動的
人員進行備案。聯繫廣東各市統戰部門和港澳台辦，
幫助簡化長期往返粵港兩地人員的入境審批手續，根
據不同項目 「個性化」設計行政審批流程。未在資料
庫備案的香港青年藝術工作者（或團體）亦可向基地
提出 「優化」入境流程的申請，由基地審核後統一上
報處理。
同時，為吸引更多香港青年藝術工作者（或團體）
到內地發展，基地成立後，可將在藝術領域表現突出
的人員推薦至內地最具影響力的藝術團體任職或搭建
長期合作，並幫助他們申報國家或省市級文化交流重
點項目。鼓勵兩地青年藝術工作者（或團體）創新交
流合作形式，加強跨界別合作，對一些成果顯著、意
義深遠的交流活動給予相應政策及資金獎勵。

孟麗紅委員：

新時代民企要與國家同頻共振
【香港商報訊】記者
李苑立報道：在今年的
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
委員、香江集團總裁翟
美卿提交了《關於加快
增值稅稅制簡化進程的
建議》《關於加強中小
學心理健康教育建設的
建議》《關於加強中小
學心理健康教育建設的
全國政協委員、香江
建議》三份提案，以及
集團總裁翟美卿
《關於各界合力為大學
生就業提供支持的建議》《關於實施民營中小企業
「接鏈」行動的建議》兩份社情民意，還提交了《民
營企業要堅定不移聽黨話、跟黨走》的大會發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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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輝龍委員：

大灣區發展應先做好「
硬聯通」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
裕勇報道：全國政協常務
委員、中國僑商聯合會會
長、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
許榮茂在今年兩會上提
出，乘 「雙循環」東風深
度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助
推大灣區高質量發展。他
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區位
全國政協常務委員、中 優 勢 明 顯 ， 經 濟 實 力 雄
國僑商聯合會會長、世茂 厚，創新要素集聚，國際
化水平領先，更是傳統對
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
外開放的窗口，具備打造
「內循環」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樣板的良好條件和
巨大優勢。
在今年兩會上，許榮茂向此次大會上提交了包括：
《關於助推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提案》《關於
布局線上線下新場景，加速激發消費新潛力的提案》
《關於改革文物回流進口稅收，推廣文物回流試點成
果的提案》《關於後疫情時代助力華僑華人發展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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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民營醫院納入醫改範疇
【香港商報訊】記者
李苑立報道：正在北京
參加全國兩會的全國政
協委員、祈福集團副董
事長孟麗紅今年準備了
多份提案。其中一份為
《關於扶持民營醫院發
展，共建、完善公共衛
生體系的提案》。她指
出， 「十四五」規劃明
全國政協委員、祈福
確提出 「全面推進健康
集團副董事長孟麗紅
中國建設」 「建立穩
定的公共衛生事業投入機制」和 「支持社會辦醫」，
但許多政策在地方上難以落實，導致民營醫院的差距
有比公立醫院越拉越大的趨勢。
孟麗紅舉例說，2017 年醫改後，公立醫院執行新版
本收費標準，藥品實施零加成（政府給予一定比例的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
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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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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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 1 亿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的有
关规定，公司股票可能被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现将相关风险第二次提示如下：
一、根据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1.8 亿元至 -1.2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3.1 亿元至 -2.1 亿元，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30 日披露的《公司 2020 年年度
业绩预亏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0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在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
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在公司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届时公司股票价
格的日涨跌幅仍为 5%。
二、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经审计后的 2020 年年报为准。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日期为 2021 年 4 月
30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相
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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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ST 鹏起”）董事会于
2021 年 3 月 4 日收到独立董事严法善先生的辞职信，因严法善先生担任公司独立
董事已满六年，根据独立董事任职年限规定，严法善先生辞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严法善先生离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
鉴于严法善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人数低于法定最低比
例要求，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严法善先生的辞职信将在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
立董事之日起生效，在此之前，严法善先生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的规定，继续履行职责。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定程序，尽快提名推荐合适的独立
董事候选人，在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截至
本公告日，严法善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严法善先生确认其在任期内与公司董事会之间无意见分歧，也没有就其辞职需
要知会本公司股东的任何事项。
严法善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独立公正，为提高公司董事
会决策的科学性、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
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严法善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6 日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補貼）、檢查項目價格下調、診查費和服務項目部分
價格上調，而民營醫院因未被納入新醫改政策之內，
仍然執行 2015 版收費標準，客觀上造成同病種醫療價
格成本比公立醫院略貴，容易引發醫院與病人之間產
生糾紛，不利於民營醫療機構的可持續發展。另受疫
情影響，民營醫院運營成本加大，而收到政府的統籌
基金支付比例比公立醫院低，因缺乏政策依據，此問
題難以調整解決。
「既然國家明確支持社會辦醫，就應該將民營醫院
納入綜合醫療改革範疇。除特需自費醫療服務項目
外，政府應該一視同仁，施行統一的醫改政策，給予
一致的資金補貼及政策支持。」孟麗紅說。她還建
議，可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先行先試大力發展中高端、
國際化醫療服務，以特色醫療項目吸引國際人才及患
者，同時吸收引進醫療前沿技術，率先在灣區內探索
打造 「國際醫療旅遊服務」品牌，為全國民營醫院發
展貢獻灣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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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 年 3 月 3 日，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工会组织召开职工代表团
组长会议，会议应到团组长 15 名，实到 15 名，一致同意选举廖建先生为重庆建
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饶松先生不再担任重庆建设汽
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职务。
职工监事廖建先生简历：
廖建，男，1971 年 4 月出生，会计专业专科学历，助理会计师职称。曾任建
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会计室室主任、资产运营部证券室室主任，
重庆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处副处长、副部长、部长，重庆建设车用空调
器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 重庆建设机电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部长，重庆平
山泰凯化油器有限公司执委、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审计风险部副部长（主持工作）。
其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市场禁入处罚并且尚未
解除的情况，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担任公司监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任职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饶松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公司对饶松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一年三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