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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 粤 0304 民初 33857 号之一
陈思翰 :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立华与被告陈思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 一、原告王立华与被告陈思翰就位于深圳市福田区
皇岗路与滨河路交界东南皇御苑 C 区 A 地块 18 栋 2405 房产形成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已解除 ; 二、被告陈思翰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
告王立华支付拖欠的租金、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燃气费合计 67438.88 元及利息 ( 利息
以 67438.88 元为计算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自 2021 年 3 月 19 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 三、驳回原告王立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2562.64 元 ( 已由
原告预交 )，由原告负担 1035.02 元，由被告负担 1527.62 元。如不服本判决，被告陈思
翰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并按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预交的，按自
动撤回上诉处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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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zhou Steam 
Turbine Co., Ltd. 

Preliminary Earnings Estimate 
of the First half of 2022

The members of the Board and the Company acknowl-
edge being responsible for the truthfulness,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the announcement. Not any false 
record, misleading statement or significant omission car-
ried in this announcement. 
Special Notice: This announcement contained only the 
preliminary of the First half of 2022 financial data, which 
is without audited; it may ha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inal disclosed data. Investors please do concern the in-
vestment risk.
I. Highlights of accounting data and financial index of the 
First half of 2022
                                                                 In RMB 10,000 

Items
For this 
report 
period

Same period of the 
previous year (before 

retrospective adjustment)

Same period of the 
previous year (after retros

pective adjustment)

Amount Changed over 
last year（％） Amount Changed over 

last year（％）

Total Operating 
profit  307,693.56  296,602.05 3.74%  316,390.14 -2.75%

Operation profit  41,394.83  50,546.21 -18.10%  42,424.11 -2.43%
Total profit  45,414.86  54,423.81 -16.55%  46,297.69 -1.91%

Net profit attributable 
to the shareholders 

of the listed company
（Yuan）

 35,364.43  42,564.14 -16.91%  33,618.49 5.19%

Net profit after 
deducting of non-

recurring gain/
loss attributable to 
the shareholders 
of listed company

（Yuan）

 27,607.16  25,851.31 6.79%  25,851.31 6.79%

Basic gains per 
share(RMB)  0.37  0.45 -17.78%  0.35 5.71%

Weighted average 
net asset earnings 

ratio (%)
4.30% 5.19% -0.89% 4.09% 0.21%

Items
End of the 
reporting 

period

Beginning of the reporting 
period (before retrospective 

adjustment)

Beginning of the reporting 
period (after retrospective 

adjustment)

Amount Changed over 
last year（％） Amount Changed over 

last year（％）

Gross assets 1,557,907.44 1,631,966.76 -4.54% 1,631,966.76 -4.54%

Shareholders’ 
equity attributable 
to shareholders of 
the listed company

 850,649.00  792,748.58 7.30%  792,748.58 7.30%

Capital stock  98,018.00  75,401.04 30.00%  75,401.04 30.00%
Net asset per 

share attributable 
to sharehold-

ers of the listed 
company(Yuan)

 8.91  10.79 -17.42%  10.79 -17.42%

Note: 1. In 2021, the Company completed the acquisi-
tion of part of the equity assets of the controlling share-
holder’s subsidiary company.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No. 33 Accounting Standards for Busi-
ness Enterprises-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
ments ” ,  the  Company  re t rospec t i ve ly  ad jus t -
ed the Company’s financial data for the same pe-
riod of the previous year. 
II. Information of Operating performance and financial 
situation
1. The operating income, operating costs and to-
ta l  prof i t  in  the f i rs t  ha l f  o f  2022 are basica l -
ly the same as the same period of the previous year.
2. During the report ing per iod, the company’s own-
er ’s equity attributable to the shareholders of the list-
ed  company inc reased,  wh ich  was ma in ly  due  to -
 t he  change  i n  t he  s tock  p r i ce  o f  Bank  o f  Hang -
z h o u ;  t h e  i n c r e a s e  i n  s h a r e  c a p i t a l  w a s  m a i n -
ly due to the company’s distribution of 3 bonus shares 
for every 10 shares to all shareholders in the current period. 
III. Explanation of difference from previous performance 
forecast
There is no previous performance forecast in the company.
IV. Other notes
This performance Announcement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pany’s preliminary calculation, which is not audited 
by an accounting firm. The company’s specific financial 
data will be disclosed in detail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2. 
Please be aware of the investment risks. 
V. Documents available for inspection 
1.The Comparative Balance Sheet and the Income 
Statement signed and sealed by the Company’s legal 
representative,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accounting and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This announcement is hereby mad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Hangzhou Steam Turbine Co., Ltd. 
July 21,2022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粤 0306 民初 21146 号 
伍慕霞、伍慕莲：

原告许清华与被告文广成、伍慕霞、伍慕莲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已
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21）粤 0306 民初 
2114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

一、确认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东方社区上头田村私宅一栋（宗
地号 A414-1827，深房地字第 50002999937 号）[ 现不动产权证为粤
（2021）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070024 号 ] 由原告许清华继承取得；

二、被告文广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许清华办理
前述房产过户登记手续。

案件受理费 10600 元、保全费 3920 元，由被告文广成承担；被
告文广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 10600 
元、保全费 3920 元；原告预交 14520 元，本院予以退还。

该判决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的，可
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提交上诉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三日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香港特區政府昨
日發文，強烈反對美國國務院《2022年美國販運人口
報告》偏頗及不公平的評估。發言人表示，販運人口
在香港從來不是普遍存在的問題，亦無任何象顯示
犯罪集團以香港作為販運人口的目的地或中轉站。香
港在報告中被評為第二級別（監察名單）是不公平和
欠缺實據支持。

特區政府一直積極主動和全方位打擊販運人口活
動，並在打擊販運人口和加強對在港外籍家庭傭工的
保障和福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資源。於2018年3月成
立一個高層次 「打擊販運人口及加強保障外籍家庭傭
工督導委員會」，並制定《香港打擊販運人口及加強
保障外籍家庭傭工行動計劃》，所有措施已於2019年
年底全面落實。

發言人指出，即使過去兩年面對新冠疫情帶來的挑
戰，特區政府依然堅持其打擊販運人口的努力，僅因
為識別到的受害人數目少，而質疑本港審核質素和詆
毀審核程序，是毫無理據和不公平的。

逾50條法律條文全面保障
特區政府重申，現行的法律架構有超過50條針對各

種販運人口行為的法律條文，提供一套全面的保障，
與其他設有單一販運人口法例的司法管轄區相比並無
不足，亦在香港行之有效。

發言人指出，香港國安法規定的四類危害國家安全
的罪行定義清晰，構成有關罪行的元素、刑罰、減刑
因素和後果已清楚訂明。香港執法部門根據證據、嚴
格依照法律，就有關人士的行為採取執法行動。危害
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與正常的交流有明顯區別，奉
公守法的人士不會誤墮法網；美國國務院在報告中就
香港國安法的言論與事實明顯不符。

發言人強調，雖然在打擊販運人口上竭盡所能的努
力得不到適當和公平的認同，但作為國際社會負責任
的一員，特區政府將繼續堅定地打擊販運人口。

李家超昨日出席書展開幕禮時特意為應屆考生送上
支持，他指無論學生是繼續升學、就業還是創業，政
府都會一起同行。當局會制訂青年政策和發展藍圖，
增加青年上流空間，創造機會，讓年輕人實現夢想。
他又鼓勵學生努力不懈、終身學習、終身閱讀、繼續
探求知識，深刻認識國家和世界發展，用知識裝備自
己。

蔡若蓮冀因應興趣及能力追尋夢想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今屆考生在疫情下進行考

試，過去三年的學習相當不容易。她祝賀所有應屆考
生完成中學學習階段，開展人生新一頁，希望考生能
把握機會，因應興趣及能力追尋夢想。

四位 「超級狀元」分別為協恩中學周愷彤、香港培
正中學焦采溢、何文田迦密中學曾志鵬、伊利沙伯中
學謝承臻。四位狀元分別是拔萃女書院冼家朗、喇沙
書院張殷碩、皇仁書院麥顥邦、英皇書院甘仲軒。

親歷疫情冀為香港醫療出一分力
來自協恩中學的 「超級狀元」周愷彤，她分別於中

文、英文、數學、數學延伸部分通識、物理、生物及
音樂取得5**，另外化學科則取得5*。她表示，對成

績感到喜出望外，計劃報讀中大醫科，指疫情下感受
到香港的醫療體系面對龐大壓力，希望以自己的力量
貢獻社會，畢業後希望在公立醫院工作，服務基層市
民。她提到，本港公立醫院的人手短缺，支持引入海
外醫生，短期內紓緩人手壓力，亦認為要增加醫科生
名額。

香港培正中學的焦采溢亦是 「超級狀元」，她感謝父
母和學校老師支持，又稱自初中時已立志將來行醫，高
中於生物科解剖青蛙，更令她感受到身體器官的奧妙，
希望將來有機會成為做手術的醫生。她計劃報讀港大醫
科，因為覺得港大的課程自由度較大，容許學生在大學
三年級時到海外交流，發展自己的興趣。

伊利沙伯中學 「超級狀元」謝承臻稱，希望入讀中
大環球醫學，他期望將來行醫，為港人謀福祉。

何文田迦密中學首誕「超級狀元」
何文田迦密中學首次誕生 「超級狀元」曾志鵬，他

稱自己2月曾確診新冠病毒，當時狀態很低迷，感到
非常疲累，亦擔心影響成績，確診的一星期盡量休
息，之後再循序漸進增加溫習時間。他表示，由於對
數學有興趣，計劃報讀中大計量金融學及風險管理科
學。

其他狀元方面，英皇書院學生甘仲軒表示會留港升
讀醫科，原因是疫情期間見到不同崗位的醫護人員在
社會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未決定報港大還是中大。他
認為疫情對學習影響不太大，反為學習安排更具靈
活，可利用更多空餘時間操練，以及善用網上資源學
習。

皇仁書院自 2012 年首屆文憑試起，曾連續九年有
學生成為狀元，直至去年才 「斷纜」，今屆再有狀元
誕生，麥顥邦考獲七科5**，他希望升讀中大環球醫
學，因為疫情令大家看到香港缺乏醫療人手的境況，
因此希望為香港醫療發展出一分力。

拔萃女書院的狀元冼家朗表示，打算入讀英國劍橋
大學的人文、社會及政治科學，她稱劍橋選科較香港
的大學自由，亦希望趁年輕去見識世界。喇沙書院狀
元張殷碩則計劃報考醫科，但未決定哪間醫學院。他
稱醫生責任重大，亦希望將自身能力貢獻社會，加上
見到不少老弱均被新冠病毒折磨，令他更堅定行醫的
決心。

今 年 文 憑 試 共 有 1.7 萬 名 日 校 考 生 ， 考 獲
「3322」，符合升讀學士學位課程的最低入學要求，

佔整體日校考生42.1%，與去年相若。以約1.5萬個資
助大學學額比較，平均約1.15人爭一學位。

【香港商報訊】記者呂明霞報道：香港保良局主席
陳正欣、企業傳訊及公關部主管戴麗莉、企業傳訊及
公關部高級企業傳訊主任楊美儀、主席行政助理樓春
艷一行昨日下午到訪香港商報，共商企業合作。

陳正欣介紹，保良局成立144年來，一直與港人共
同成長，服務與時俱進。今年恰逢香港回歸祖國25周
年，同時也是保良教育服務 75 周年及二級歷史建築
物、中座落成90周年的大日子，保良局將推出多項服
務和活動，如ONE23舞團、小龍馬藝術創作展覽、青
年綠洲等。他期待與新一屆政府、社會各界共同努力，
共建關愛共融社會，扶持青年發展，通過參與房屋土地
政策服務，將青年綠洲打造成港青生活、交流、成長的
良性生態圈；並通過各項社福政策和優化教育，幫助弱
勢群體和青年教育工作。保良局將以 「正氣善盈 創建
共融」的主題，上下齊心，煥發正能量。

冀加強交流攜手貢獻社會
香港商報執行總編輯羅興輝等熱情接待了陳正欣一

行。他向客人介紹了香港商報自1952年創刊以來，扎
根香港、服務香港的發展歷程，特別是近年來加速向
新媒體融合轉型的最新進展。他透露，今年恰逢商報
創刊70周年，報社將以 「70正青春 融合向未來」為
主題，開展系列慶祝活動。

雙方都希望加強不同形式的合作，共同為促進香港
新時期的發展貢獻力量。

【香港商報訊】
記者唐信恒報道：
本港新冠肺炎疫情

持續，昨日新增3805宗確診，本地個案佔3625宗，其
餘180宗是輸入個案。因應最新風險評估，即日起若感
染Omicron BA.2.12.1、BA.4或BA.5等亞型變異株的患
者，若家居環境合適，可留在家中隔離檢疫。再多一名
患者死亡，第五波疫情累計死亡數字為9232宗。

昨增本地確診3625宗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在疫情記者

會表示，截至前日，本港有 1093 宗 BA.2.12.1，以及
372宗BA.4或BA.5個案，其嚴重性與其他Omicron變
異株無大分別，現時BA.2.12.1約佔所有個案的1.5%至
2%，BA.4或BA.5則約佔0.5%至1%。衛生防護中心由
昨日起調整隔離檢疫安排，讓懷疑感染 BA.2.12.1、
BA.4或BA.5人士的隔離檢疫安排，與BA.2個案一樣，
只要本地陽性及符合相關條件都可家居隔離及檢疫。

張竹君解釋，現時最快都要一至三日才知道患者是
否感染變異病毒株，故屆時再送患者前往隔離設施都
未必太有效，而隔離人士有佩戴手帶可確保他們留在
家中。

學校再有364人中招
當局接獲299間學校出現364宗個案，包括293名學

生及71名教職員，其中有兩間學校個別班級需要停課
一星期，包括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3B班有五個學生確
診，其中兩位屬同一家庭；路德會聖十架學校6B班有
三名學生確診。

李家超勉考生努力不懈

六狀元留港讀醫貢獻社會
【 香 港 商 報

訊 】 記 者 馮 煒
強、李銘欣、林

駿強報道：香港中學文憑
試(DSE)昨日放榜，今屆誕
生五男三女共八位狀元，
其中兩男兩女更是 「超級
狀元」 ，今屆應考生繼續
經歷疫情，多名狀元表示
立志留港讀醫。行政長官
李家超亦勉勵應屆考生，
鼓勵他們努力不懈、終身
學習、終身閱讀、探求知
識，深刻認識國家和世界
發展，用知識裝備自己。

反對美販運人口報告
港府狠批「偏頗不公」

保良局主席
陳正欣到訪本報

變種本地個案
可居家檢疫

DSC
放榜

圖左至右：三位中學文憑試 「狀元」 甘仲軒、周愷彤及麥顥邦計劃本地大學升讀醫科。 記者 蔡啟文、馮瀚文攝

【香港商報訊】記者賴小青、黃裕勇、何嘉敏報
道：昨日下午，廣州南沙新區香港服務中心雲揭牌
暨投資營商環境推介活動在香港和南沙連線舉辦，
兩地嘉賓線上線下共同見證了廣州南沙新區香港服
務中心成立。全國政協副主席、廣州南沙粵港合作
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 「諮委會」）顧問梁振英表
示，南沙通過攜手港澳深化對外經貿合作，推動高
水平對外開放，可在大灣區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中
發揮引領作用。

鼓勵類企業15%稅率徵收所得稅
梁振英在致辭時表示，南沙有交通便利、稅收優

惠、經濟多元以及領導執行力高效等優勢，其中，
作為新優惠政策的一部分，香港居民在南沙工作稅
賦與在香港一致；鼓勵類企業則按15%的稅率徵收
企業所得稅。另外，隨香港科技大學（廣州）落
戶南沙，高等教育需求和研究力量將傾向南沙，港
科大（廣州）第一年將招收1000名研究生，將為廣

東帶來高水平的上游研究。
據悉，去年4月，梁振英建議在粵港之間成立廣

州南沙粵港合作諮詢委員會（G2B）的提議成為現
實。據了解，這是首個內地對香港G2B委員會，並
已經成為所有香港主要商會、專業團體和其他來自
香港的非政府機構的聚集地。

廣州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王世彤在活動致辭時
表示，成立廣州南沙新區香港服務中心，是貫徹落
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和《南沙方案》
的有力舉措，對深化穗港澳全面合作，支持香港更
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推動 「一國兩制」實踐行穩
致遠具有重要的意義。

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
在當天活動的投資營商環境推介環節，廣州市委

常委、南沙區委書記、南沙開發區管委會主任盧一
先以活力南沙、開放南沙、機遇南沙三個篇章詳細
推介南沙投資營商環境。從灣區中心、交通中心、

生態宜居等方面展現南沙發展活力，從戰略地位逐
步躍升、經濟社會高質高速發展、與港澳及國際交
流交往緊密等方面展現南沙開放水平，在營造國際
一流營商環境、開展國際科技產業深度合作、建設
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建設國際化人才特區、建立
高品質城市發展標杆等領域展現南沙與香港深化合
作的機遇。

進一步暢通雙向溝通管道
據悉，廣州南沙新區香港服務中心致力於進一步

暢通南沙與香港雙向聯絡溝通管道，推動政府服務
前移、專案對接前移和人員交流交往前移，以國際
化視野主動引資引智引技，推動與香港在金融合
作、科技創新、航運物流、專業服務等優勢產業對
接，將聯動香港各界發揮好橋樑紐帶作用，構建
「引進來」 「走出去」雙向管道，高效務實解決粵

港兩地合作訴求，將粵港合作的有關工作落實落
細。

南沙香港服務中心正式成立

保良局主席陳正欣(左四)等一行到訪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