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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調整防控措施：廣佛出省取消 48 小時核酸證明
【香港商報訊】記者徐紅、李苑立報道：7 月 2 日，
記者從廣東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揮辦疫情防控組獲悉，
根據目前全省本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勢，廣東省對
出省核酸陰性證明等疫情防控措施進行調整。
廣州市和佛山市自 7 月 3 日零時起，取消 「持 48 小
時核酸陰性證明出省」管控措施。
廣東省內除深圳市、東莞市外的其他地市，自 7 月 3
日零時起，取消 「持 72 小時核酸陰性證明出省」管控
措施。

廣東連續無本土新增
【又訊】廣東省衞健委昨日通報該省新冠肺炎疫情
信息稱，7 月 1 日 0 時至 24 時，全省無新增本土確診病
例和本土無症狀感染者。
佛山市南海區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昨
日最新通告，將桂城街道中海錦城國際花園 3 街 3 棟
疫情防控風險等級由中風險調整為低風險。至此，此
輪新冠肺炎疫情佛山中風險地區清零。

隨着廣州疫情防控形勢好轉，廣州天河客運站、廣州
芳村客運站、廣東省汽車客運站等多個站點已經恢復
營運。此外，廣州市內文旅、演出場所陸續恢復開放。

提升重大疫情救治能力
在完善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方面，廣東省衞健委
昨日在官網發布《廣東省衞生健康委關於政協第十二
屆廣東省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第 20210067 號提案答覆的
函》，該答覆函中提到，廣東省衞生健康委員會將建

深大港生談建黨百年慶典
肩負責任 為香港和國家發展作貢獻
【香港
商報訊】
記者林麗
青 通訊員
王維斌報
道：7 月 1
日下午，
深圳大學在匯元樓 201 會議室舉辦學
習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
立 100 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青
年學生座談會，包括港澳籍學生、少
數民族學生在內的 21 名學生代表暢談
學習體會。
面對近些年的香港亂象，來自香港的 2017 級法學專
業本科生王宇汛說，作為香港青年，要肩負責任，為
香港和國家的發展作貢獻。
港籍學生陳美馥認為，香港青年要為生活在這一偉
大時代而感到幸福，為擁有着祖國堅強後盾而感到驕
傲，在 「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中，在中國共產黨的
帶領下，我們應該團結融合，共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
大復興。
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令台灣籍 2018 級漢語言文學專
業本科生余旻臻受益匪淺，她說： 「身為台灣同胞的
我，也時刻感受到來自祖國的溫情，相信只要港澳台
三地與祖國同舟共濟，定能共創中華民族美好未來。
自己要爭做新時代的有志青年，敢於堅持真理不忘初
心。風華正茂，青春正好，生於華夏，何其有幸！」

感念黨的光輝 力促民族團結
新疆籍民族學生木拉提別克提到，要感謝黨給予的
政策支持，讓他有機會從新疆喀什的農村到一線城市
求學。常年求學在外的他時隔三年後再回老家發現，
家鄉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這些變化離不開共產黨對
少數民族的關心和關懷。他表示，作為中國人很自

立健全統一高效的應急指揮體系，定期分析形勢研判
風險，完善衞生應急預案，涵蓋預防、監測與預警、
處置與救援、恢復與重建等全流程應對；整合組建公
共衛生與重大疾病防控議事協調機構，建立健全突發
急性傳染病防控隊伍。
同時，廣東省衞生健康委員會將提升重大疫情醫療
救治能力，因地制宜改擴建相對獨立的可轉換傳染病
區，開展發熱門診規範化建設，提高醫院快速檢測和
診療水平。

深大鵬新區開展
「稻田裏的黨課」
7 月 1 日，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之際，深圳市大鵬新
區開展了一堂別開生面、意義非凡的 「稻田裏的黨
課」，在充滿自然氣息的田間，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精
神，探討大鵬未來的生態發展之路。
當天，在中國農業科學院深圳綜合試驗基地慶祝中
國共產黨成立 100 周年的佔地 7000 平方米的 「稻田
畫」旁，大鵬新區黨工委書記楊軍向全體黨員講授了
「生態，讓生活更美好」專題黨課，系統、生動地向
大家講述了新區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和建設方針。
楊軍表示，高質量建設生態環境更優的 「美麗大
鵬」和城區環境更美的 「品質大鵬」，就是讓每一個
熱愛自然、熱愛生活的市民都能在大鵬找到健康與幸
福的坐標、找到詩歌和鄉愁的歸宿。
羅國淮

深海關突出「學史力行」
實訓基地助推企業發展

座談會現場。
座談會現場
。
豪，他要扎根新疆，建設家鄉，讓更多的新疆人在黨
的政策引領下過上好生活。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如今再聽這首歌
時，我有了更深的認識和感觸。」來自新疆的 2017 級
行政管理專業本科生艾比卜拉·艾尼說， 「吃水不忘
挖井人，身處國泰民安的今天，我們要學會銘記和感
恩，在未來的工作中，要為人民服務，為共產主義事
業做出自己最大的貢獻。」

詩劇《逐日百年》成功首演
此外，由深圳大學藝術學部、深圳市南山區委宣傳
部聯合主辦的沉浸式詩劇《逐日百年》日前成功首
演。該作品是深圳大學藝術學部為慶祝中共建黨 100
周年，歷經一年時間創作排演，在 「七一」前夕推出
的一部精心之作。
據介紹，《逐日百年》主要講述中國近代百年的民
族救亡史。近代百年，是古老大地新生的百年、民族
追尋希望的百年。一個政黨穿過歷史群像，翻越苦難

與風霜，從時代的塵埃中走來，回應着這個民族深沉
的吶喊，最終迎來偉大勝利。
據了解，該劇從今年 2 月開始排練，眾多深大學子
長期駐扎在劇場，異常辛苦。但他們表示，作為生長
在新時代的大學生，欣逢中國共產黨建黨 100 周年並
能以親身參與的藝術作品為之獻禮，令自己倍感榮
幸。通過排演，不少同學對黨和民族的歷史有了更深
刻的理解， 「原先書中簡略的文字在眼前都變得立體
和深刻起來了。」為了讓演員以及主創人員更好地理
解作品和積蓄創作元氣，深圳大學藝術學部多次舉辦
黨建、思政教育活動，組織全體演職人員參觀廣州烈
士陵園、廣州近當代史博物館，邀請深圳大學黨政
辦專家、專職輔導員開設專題講座《我眼中的長
征》，並要求學生閱讀黨史、革命史資料。深圳大
學藝術學部相關負責人表示，《逐日百年》的創作
排演過程不僅僅是一次專業教學，也是一堂深刻的
思政教育課，是新時代高校人才培養模式的一次有效
嘗試。

近日，深圳通產麗星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在深圳海關
創辦的全國第一家 AEO 高級認證實訓基地，通過沉浸
式學習深入掌握了認證要領。
為切實解決企業對 AEO 高級認證 「既想又怕」的困
境，深圳海關把黨史學習教育融入聯繫群眾、服務群
眾的全過程，將堅定初心使命的重要論述，化為實幹
為民的具體行動，打造了全國首家 AEO 高級認證實訓
基地，將枯燥的理論知識轉化為 「看得見、摸得着」
的豐富場景，為企業提供 「距離更貼近、培訓更精
準、內容更鮮活、服務更長效、政務更清廉」的 「五
星+」服務。
姚志東

深福田互聯網行業黨委
演繹《唱支山歌給黨聽》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周年之際，深圳市福田區互
聯網行業黨委的優秀企業、黨員代表們帶着對祖國、
對黨的熱愛，以及對深圳、對福田建設的滿腔熱忱，
用特殊的方式演繹這首《唱支山歌給黨聽》。觸動人
心的歌聲、朝氣蓬勃的面貌，他們用最真摯的感情向
黨唱出他們的心聲，表達對黨的生日祝福。
在黨的領導下，深圳福田這片 「最互聯網城市的中
心城區」，將繼續凝聚紅色力量、驅動紅色引擎、釋
放紅色活力，發揮出主力軍作用，為福田加快建成社
會主義現代化典範城區貢獻積極力量。
姚志東

海歸團隊糖尿病早篩技術獲深圳生物醫藥領域最高資助
【香港商報訊】記者易小婧、林麗青報道：
近日，深圳市工業和信息化局公示了 2021 年
新興產業扶持計劃擬資助項目，深圳市繪雲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於質譜的糖尿病檢
測系統的研發及應用」項目通過層層評定，獲
深圳生物醫藥領域最高資助。繪雲生物創始

人、香港浸會大學表型組學研究中心主任、中醫葯學院講席
教授賈偉告訴記者，該技術可提前 5-10 年發現糖尿病的發
病風險，相關糖尿病風險篩查試劑盒此前已獲美國和日本的
專利授權。
糖尿病是一種慢性代謝性疾病，發病隱匿，病程較長，
前期很難得到人們的關注與重視。繪雲通過檢測以及大數
據的智能輔助診斷（AI）軟件來進行疾病的早期診斷、預
測、干預，即慢病管理。藉助近 20 年的代謝組學技術積
累，繪雲生物獨家推出了 「基於質譜的糖尿病檢測系統的
研發及應用」項目，通過臨床質譜代謝檢測技術，根據早
期發現的風險標誌物進行糖尿病篩查，實現糖尿病前期檢
測的高準確性。
「疾病的發生伴隨着人的身體從一個代謝平衡狀態演變
到另一個平衡狀態，這個過程中體內代謝物會產生劇烈的
波動，我們通過檢測發現和捕捉這些代謝波動，並用於疾
病的早期預警。」據賈偉介紹，他曾獲得密蘇里大學-哥倫
比亞放射葯學博士，在過去十年里，其研究團隊參與開展
了糖尿病大型隊列的組學研究，其中涉及多個隊列、數萬
人群的樣本，由此研發出糖尿病風險篩查試劑盒，已獲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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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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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7 月 1 日收
到公司董事江海女士、沈建章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工作变动原因，江海
女士、沈建章先生提出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应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江海女士、沈建章先生辞去公司
董事职务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行。江
海女士、沈建章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后续将按照《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增补董事。
公司对江海女士、沈建章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的贡献和付出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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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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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2021 年 7 月 1 日收
到公司监事会主席杨阿国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工作原因，杨阿国先生提
出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及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杨阿国先生辞去公司监事职务将
导致公司监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在增补监事就任前，为保证公司监事会的正
常运作，杨阿国先生仍将按规定履行监事职务。公司后续将按照《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增补监事并选举监事会主席。
公司对杨阿国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期间的贡献和付出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 年 7 月 3 日

國和日本的專利授權。該試劑盒針對高風險人群進行
檢測，有助於實現疾病的早期監控。
公司首席運營官謝國祥博士向記者介紹，此糖尿病
風險檢測試劑盒可用於疾病的早篩，可提前 5-10 年
檢測出糖尿病風險；相對金標準血糖檢測，陽性預測
的準確率超過 80%；只需少量血液就可檢測，安全無
創且費用較低；同一受檢者可以定期重複檢測，動態
反映胰島素抵抗的狀況。另據透露，目前該產品正在
申請國家審批，相關醫院合作意願強烈。

投身深港科研 專注慢病管理
「近年來受中美關係下行的壓力，在美的華人教授
開展與中國科研單位的合作舉步維艱。選擇香港從事
科學研究，是因為香港離內地很近，與西方的科研交
流也很順暢，且研究團隊的產業化平台在深圳，幾方
面都可以兼顧到。」賈偉告訴記者。
賈偉認為，中醫葯自成體系，要走向國際化有一定
的難度，假如能夠藉助現代化的表型信息檢測工具和
方法，將中醫的疾病診斷變得更加客觀和可重現，那
麼中醫可以走出一條全新的發展道路，在某些複雜性
疾病的診療方面超越西醫還是有可能的。他還坦言，
此前偏重於西醫領域，後來在研究過程中，發現用代
謝組學等方法學和技術介入中醫研究，很有意思。譬
如在研究糖尿病預防課題時，賈偉發現，《本草綱

股票简称：老凤祥
老凤祥 B

股票代码：600612
900905

编号：临 2021-015

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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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会议通知，并在
2021 年 7 月 2 日如期召开了董事会十届六次临时会议。出席会议的非独立董事和
独立董事应到 9 名，实到 9 名（其中独立董事应到 3 名，实到 3 名）。会议由石
力华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方案的议案》
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
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
牌交易有关事项的议案》
三、《关于确定公司董事会授权人士的议案》；
四、《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五、
《关于修订〈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H 股上市后适用）〉的议案》；
六、《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七、《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八、《关于制定〈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行证券及上市相关的保密及档案
管理制度〉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详见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老凤
祥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以及附件。
特此公告。
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3 日

實驗室人員在操作儀器（質譜）進行樣本的檢測。
目》曾記載：豬膽主治 「消渴症」（即糖尿病）。
為此，賈偉帶領團隊進行深入研究，先後在兩大期
刊上發布相關研究成果。
據謝國祥介紹，除了糖尿病檢測系統，在代謝疾
病方面，繪雲生物還陸續打造臨床剛需的獨家檢測
產品，如肝病、結直腸癌等檢測試劑盒和配套智能輔
助診斷軟件。
據了解，目前，繪雲生物擁有一系列具有自主知
識產權的體外診斷試劑盒、智能輔助診斷軟件以及
健康評價和干預產品，並提供多項科研和醫學檢驗
服務。繪雲生物創建了中國高專業度的代謝組學技
術平台，已為上百家三甲醫院、科研院所和企業提
供代謝組學一站式整體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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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2021 年 1 月 1 日 -2021 年 6 月 30 日
2. 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上升
项目

本报告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22,000 万元 –24,000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83.00%-208.73%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5006 元 / 股 –0.5468 元 / 股

上年同期
盈利：7,773.89 万元
盈利：0.1775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紧盯年度任务目标，紧抓消费升级市场机遇，继续夯实精细化管理，
“品牌力、
产品力、渠道力”建设深入推进，核心竞争优势进一步巩固，渠道及品牌结构持续优化，数字
化会员运营体系成效显现，有力地促进了当期业绩的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由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得出，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实际业绩情况及财务
数据以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七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