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細豐澳門餐廳

現特通告：楊達輝其地址為新界
大埔廣福邨廣平樓217室，現向酒
牌局申請位於新界屯門良德街 12
號海麗花園地下 G19-G20 號舖細
豐澳門餐廳的酒牌續期。凡反對
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登報之
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
理由之反對書，寄交新界大埔鄉
事會街8號大埔綜合大樓4樓酒牌
局秘書收。

日期：2012年6月13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Dee’s Macau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Yeung Tak Fai
of Room 217, Kwong Ping House, Kwong
Fuk Estate, Tai Po, N.T.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Dee's Macau
Restaurant at Shop G19-G20, G/F.,
Venice Gardens, 12 Leung Tak Street,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Tai
Po Complex, No. 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13 June, 2012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味千拉麵

現特通告：謝萬德其地址為九龍旺
角西洋菜街2J-2Q號新江大樓地下1
及2號舖，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
旺角西洋菜街 2J-2Q 號新江大樓地
下1及2號舖味千拉麵的酒牌續期。
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登
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
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九龍深水埗
基隆街333號北河街市政大廈4字樓
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2年6月13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味千拉麵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Tse Man Tak
of Shop 1 & 2, G/F., Sun Kong Hse., No.
2J-2Q Sai Yeung Choi St., Mongkok, Kl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味千拉麵 at Shop 1 & 2, G/F.,
Sun Kong Hse., No. 2J-2Q Sai Yeung
Choi St., Mongkok, Kln.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3-6-2012

申請酒牌啟事
札幌拉麵土門

現特通告：張熾培其地址為九龍油塘
四山街 24-26 號味千集團大廈 B 座 6
樓，現向酒牌局申領位於香港卑路乍
街 8 號西寶城高層地下 UG15 號舖札
幌拉麵土門的酒牌。凡反對是項申請
者，請於此啟事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
，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
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
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2年6月13日

申請酒牌啟事
帕維亞意大利餐廳

現特通告：何嘉駒其地址為九龍城
打鼓嶺道 85 號地下，現向酒牌局
申領位於九龍城打鼓嶺道 85 號地
下帕維亞意大利餐廳的酒牌。凡反
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啟事登報之
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
由之反對書，寄交九龍深水埗基隆
街 333 號北河街市政大廈 4 字樓酒
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2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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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工商界參訪珠穗深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星期三B17社團新訊責任編輯：黃秀娟

【本報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日前接待江西省宜春市政府代表團，
就兩地經貿合作事宜交換意見。

廠商會副會長徐晉暉主持接待江
西省宜春市市長蔣斌率領的一行十三
人代表團。蔣斌在會上表示，宜春市
交通發達，多條高速公路將於明年開
通，市內亦設有機場，方便外商前往
。當地礦產豐富，土地及勞工資源又
充足，極適合工業發展。他指，該市
上半年招商情況良好，希望能保持升
勢，歡迎港商前來投資。

廠商會副會長徐晉暉致歡迎辭及
介紹該會最新情況時表示，該會會員

企業多集中於廣東省設廠，但近年不
少廠家考慮遷移到其他省市如江西省
。他續稱，該會曾到內地不同城市舉
辦 「工展會」，成績理想，故計劃組
織考察團前赴宜春市深入了解，探討
兩地合作的可行性。

會後廠商會於五陵會設宴款接代
表團。代表團團員尚包括宜春市政協
副主席易斌、市政府秘書長黃渭高及
商務局局長張梅等；而廠商會出席接
待者尚包括常務會董方平、張胡詠琚
、史立德、戴澤良，會董余德明、陳
家偉及羅台秦等。

【本報訊】日前，香港梅州聯會
在會所舉辦第七屆麻將大賽，吸引了
二十多位麻將愛好者參加。

香港梅州聯會從 2004 年開始，
每年舉辦一次麻將大賽，每次分兩組
進行，一組是打百搭的（打寶），一
組是廣東麻將，有麻將比賽的規章制
度，分初賽和決賽，初賽進行八圈，

每組第一名進行決賽，決賽只打四圈
，最後決出冠、亞、季軍，結束後進
行頒獎，然後大家一齊到酒樓舉行慶
功宴，一起為勝利者慶祝。

大家是以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
，賽出風格，賽出水平」的態度進行
比賽，十分認真和投入，每次麻將大
賽均得到該會首長贊助。

參觀拜訪團首站拜訪珠海港珠澳大橋管理
局島隧工程建設指揮部，該局工程師向大家介
紹了港珠澳大橋的建設情況與進度，團員們齊
為國家建設世界級跨海通道的高超設計方案，
及精湛的造橋技術而嘆為觀止。大家還參觀了
橫琴島開發新區，新區交流合作局劉揚局長向
團員介紹橫琴未來發展規劃藍圖，參觀團沿途
看到處處蓬勃的施工場面，正顯現橫琴的藍圖
在穩步落實。

珠海市副市長龍廣艷、副秘書長梁兆雄等
盛情宴請參訪團全體。龍廣艷在致詞時表示，
展望不久將來，隨着港珠澳大橋的建成及通車

，珠海將依據其唯一與港陸地相連的優勢，發
展成一個具高新技術及高端服務業、製造業、
金融服務業，生態休閒的新珠海。

之後，參訪團又來到廣州市南沙區和深圳
前海。南沙新區已形成汽車、重型裝備、精細
化工、精品鋼、船舶修造，實施 「生態優先」
戰略，努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電子信息產業
，建設現代化物流中心和技術先進、附加值高
、環境污染小並以港口為依託的現代臨港工業
基地。而前海區的功能定位為：深港合作先導
區、體制機制創新區、現代服務業集聚區、結
構調整引領區。其中，重點發展創新金融、現

代物流、總部經濟、科技及專業服務、通訊及
媒體服務、商業服務六大領域。細心聽完了介
紹，團員們紛紛在南沙和前海留影，為自己能
見證滄海桑田的變化而高興。

在參觀完深圳市博物館之後，行程圓滿結
束。陳樹摽在總結此行時表示，兩天內走訪了
三個地方，深深感受科學發展觀的偉大，是一
場很好的國情教育。他認為，中國發展成功的
真正原因是中國人民及其領導人根據自身獨特
的歷史文化和價值觀，以及目前全國家建設發
展階段所需，選擇的一條正確發展之路。

為進一步加深了解實施《粵港合
作框架協議》最新發展，及促進粵港
之間的交流合作。以香港華人革新協
會主席陳樹標為團長，全國人大代表
費斐、劉佩瓊，中聯辦港島工作部處
長莊福伍為顧問，中華出入口商會會
長莊成鑫為名譽團長等一行近200人
，日前組織 「珠穗深參觀拜訪團」 訪
問了珠海、橫琴、廣州南沙、深圳前
海等地。

本報記者 黃閩 ▲參訪團拜訪港珠澳大橋管理局島隧工程建設指揮部 本報攝

梅州聯會舉辦麻將大賽

廠商會接待宜春代表團

▲廠商會副會長徐晉暉（右五）致送紀念品予宜春市市長蔣斌（右六）

▲ 梅州聯
會部分首
長與參賽
者合影留
念

▲參訪團全體成員在南沙區政府大樓前合影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