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香港
文 化 教 育 交 流 協 進 會 籌 委 會 及
SINO Dynamic Solutions Ltd.合辦
的 《 香 港 移 動 程 式 APPSANITY
2012》比賽，啟動典禮於日前在香
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大會主席吳
朱蓮芬、副主席江慶恩、彭徐美雲
、馬鴻銘、丁健華聯同民政事務局
副局長許曉暉、中聯辦九龍工作部
巡視員兼副部長余汝文、大會鑽石
贊助人馬介璋、張泰超、翡翠贊助
人彭曉明、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會
長朱鼎健主禮。

吳朱蓮芬致辭表示，比賽目的
是鼓勵香港移動程式創意發揮，創
造就業新機會。由主辦單位提供免
費的香港技術平台（SDK）予參賽

者，歡迎全港及境外手機移動程式
設計者參賽。

江慶恩表示，移動電話的應用
已成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過去五年，全球智能電話的用戶量
超過七億，每天新增用戶逾二百萬
。龐大市場令手機程式的需求急劇
增加。有感於手機程式行業的發展
前景無限，市場求才若渴，特舉辦
是次比賽，以發掘更多程式開發人
才，鼓勵創業及提供就業機會。

比賽於六月三十日截止報名。
參賽者有一百二十八個機會競逐總
數達五十三萬元現金獎，並得參賽
證書，得獎者獲贈獎杯。

詳情可瀏覽 www.mobileappsanity.
com。

為加強澳門工會專職人員的理論工作，中華全
國總工會與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合辦 「澳門工會骨幹
工會理論研習班」，由工聯總會理事長鄭仲錫任團
長，中聯辦社工部副處長關祥坤擔任顧問，一行二
十人日前經澳門關閘啟程，前往北京中國勞動關係
學院進行為期一周的培訓，工聯總會會務顧問潘玉
蘭和會長何雪卿等工聯、工會機構負責人在關閘廣
場送行。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十分重視是次研習班，精心
研製課程，並派出多位專家教授講授 「構建和諧社
會目標與工會工作」、 「如何提升管理中的執行力
和創造力」、 「工會幹部具備的素質和能力」、
「新形勢下工會維權困境與對策」、 「勞資協作與

工會作用」、 「中國文化的精髓」和 「如何應對媒
體，掌握演講技巧」等多門課程。在京期間，研習
班還將拜訪北京市總工會進行工作交流，以及參觀
北京市社區服務中心，了解如何根據社區的特點開
展服務工作。是次前往送行的負責人還有，工聯總
會副會長陳錦鳴、劉潤輝，副理事長林香生、陳志
明、談寶容等。

農曆五月初五端午節──划龍舟
，吃糉子是中國傳統習俗，也是民間
年中的重大節日之一，並與春節、中
秋節列為一年中最重要的三個節慶。
普光明寺秉承《施之以誠．功德迴向
．善行布施》的理念，希望在此佳節
令更多人可感受節日的氣氛及對社區
長者作出一點關懷，所以該寺與鐘聲
慈善社陳守仁長者鄰舍中心合辦 「糉
香濃情暖萬家 2012」派糉活動，日
前該寺義工進行裹糉活動，目標數量
為600顆，義工反應十分踴躍。當日
大家分工合作，每一顆糉子都包含了每一個義工的心意，而糉子的材料大部分都是
採用健康素食為主。

派糉活動並於6月15日在紅磡陳守仁長者鄰舍中心進行，當日該寺義工預早到
達並進行福袋包裝，義工們不需1小時已將300多份福袋包裝完成並準備派發給予
紅磡區區內長者，每份福袋除附有愛心糉子外，還包括白米及水果，由於長者中心
較早時已為長者作出登記及安排分時段領取，當日長者只須出示換領券即可領取福
袋，所以活動非常暢順，各長者接獲福袋後都笑逐顏開，同時連聲多謝相關單位所
舉辦之活動，讓他們可感受到人間溫暖。

國際金融企業亨達集團榮獲香港財經雜
誌頒發 「實力品牌大獎 2012」之 「貴金屬投
資組別大獎」，大會評審表揚亨達於金融行
業建立卓越的貴金屬買賣及投資品牌，擁有
高度的公眾認知度、優秀的宣傳策略及全面
市場拓展計劃。亨達集團副總經理徐聯安表
示： 「亨達很榮幸成為貴金屬投資行業的領
先實力品牌，我們以誠信為宗旨，建立穩健

的品牌形象，不斷在服務及營運上持續創新
，致力保持行業競爭力。」

頒獎典禮於日前假香港九龍香格里拉酒
店隆重舉行，大會邀請香港品質保證局主席
莫國和及香港品牌發展局副主席黃家和太平

紳士等任頒獎嘉賓，亨達集團副總經理徐聯
安及助理總經理羅明立代表集團接受獎項。
其他得獎的傑出企業包括滙豐銀行、國泰航
空、中國人壽（海外）、新鴻基證券、周大
福珠寶及嘉利物流等。

香港麗水同鄉會日前（6
月24日）假尖沙咀舉行 「慶祝
香港回歸十五周年聯歡晚會」
，來自香港及浙江兩地的賓客
、會員歡聚一堂。浙江省麗水
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廖思紅
，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會
長李德麟等嘉賓蒞臨主禮。

麗水同鄉會會長吳華生首
先發表致辭，他表示： 「香港
的發展在回歸後的十五年來取
得了長足的進步，與祖國的發
展加速融合、相互促進。在充
滿機遇與挑戰的未來，同鄉會
會員應當為了自身利益和香港
的長遠利益支持政府的務實施
政，參與香港的社會事務、珍
惜和善用自己的民主權利。在
今後的選舉中，把選票投給真

心促進香港穩定繁榮的人。」
廖思紅發表講話時指出，

麗水生態環境優美、人文底蘊
深厚，劍瓷文化、石雕文化、
黃帝文化等區域文化獨具特色
；麗水發展態勢良好，茶葉、
食用菌、筍竹等優勢農業產業
初步形成，機械裝備製造、不
銹鋼、新材料和生物醫藥等產
業日益壯大。她還說： 「香港
麗水同鄉會是在港麗水鄉親加
強聯絡、交流、互助的平台，
我們真誠歡迎大家回鄉投資創
業、探親訪友、旅遊觀光，為
家鄉的經濟社會發展建言獻策
。」晚會穿插了會員及賓客的
才藝表演及抽獎環節，在一片
歡樂聲中圓滿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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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會主禮嘉賓與同鄉會第二屆理事會成員合影

▲派發福袋前義工與長者進行大合照

普光明寺義工端午節派糉

亨達集團榮獲亨達集團榮獲亨達集團榮獲實力品牌大獎實力品牌大獎實力品牌大獎

香港移動程式比賽隆重啟動

▲《香港移動程式APPSANITY 2012》比賽啟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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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酒牌轉讓啟事
IDATRS 3S' AIR

現特通告：蔡文強其地址為九龍尖沙
咀厚福街 8 號，H8，23 樓現向酒牌
局申請把位於九龍尖沙咀厚福街8號
，H8，23 樓 IDATRS 3S' AIR 的酒
牌轉讓給黃嘉敏其地址為九龍尖沙咀
厚福街8號，H8，23樓，*附加批註
事項為酒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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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OF LIQUOR LICENCE
IDATRS 3S' AIR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TSOI, Man Keung of
23/F., H8, No.8 Hau Fook Street, Tsim Sha Tsui,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IDATRS 3S' AIR at 23/F., H8, No.8 Hau
Fook Street, Tsim Sha Tsui, Kowloon to Wong,
Ka Man of 23/F., H8, No.8 Hau Fook Street,
Tsim Sha Tsui, Kowloon *with endorsement of
bar.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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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2012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McSorley's Ale House

現特通告：TAN Maricel Dizon 其
地址為大嶼山東涌壩尾路1樓2B，
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大嶼山愉景灣
愉景廣場 B 座地下 G11A-1 號舖
McSorley's Ale House的酒牌續期，
*附加批註事項為酒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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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McSorley's Ale House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TAN Maricel
Dizon of 2B, 1/F., Pa Mei Village, Tung
Chung, Lantau Island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McSorley's Ale
House at Shop G11A-1, G/F., Block B, DB
Plaza, Discovery Bay, Lantau Island *with
endorsement of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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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28-6-2012

申請酒牌轉讓及續期啟事
Outback Steakhouse

現特通告：張永健其地址為新界天水圍

慧景軒二座四十五樓D室，現向酒牌局

申請把位於香港太古城康山道1號康怡

廣場地下 1 號舖 Outback Steakhouse

的酒牌轉讓給梁慧愉其地址為九龍紅磡

德康街3號黃埔花園第12期銀竹苑第9

座6樓G室及續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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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AND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Outback Steakhouse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eung Wing Kin
of Room D, 45/F, Tower 2, Vianni Cove, Tin
Shui Wai, N.T.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and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Outback
Steakhouse at Shop G9-G10, G/F, Kornhill
Plaza, 1 Kornhill Road, Tai Koo Shing, Hong
Kong to Leung Wai Yue, Joyce of Flat G, 6/F,
Block 9, 3 Tak Hong Street, Whampoa Garden,
Site 12, Kowloon.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transfer and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28-6-2012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
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
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
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本次會議未有否決或修改提案的情況；
本次會議未有新提案提交表決。
一、會議召開和出席情況
老鳳祥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2 年 6 月 26 日

在上海影城五樓多功能廳舉行了 2011 年度股
東大會，參加本次股東大會表決的股東及股東
授權代表人數共計73人，代表股份194,803,552
股，佔公司股份總數的 44.6867％。其中 A 股
股東 27 人，代表股份 184,761,134 股，佔公司
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42.3831％；B 股股東 46
人，代表股份10,042,418股，佔公司有表決權
股份總數的2.3037％。會議由公司副董事長、
總經理石力華先生主持，本次會議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二、提案審議情況
經與會股東及股東授權代表對提交股東

大會各項議案認真審議後，並以投票方式逐
項進行表決，形成以下決議：

議案一、審議通過《公司 2011 年年度報
告正文及摘要》；

議案二、審議通過《公司 2011 年度董事
會工作報告》；

議案三、審議通過《公司 2011 年度財務
決算報告和2012年度財務預算報告》；

議案四、審議通過《公司 2011 年度利潤
分配及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預案》；

根據上海眾華滬銀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
審計報告，2011 年度歸屬母公司淨利潤為
198613260.69元。依據《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 》 的 有 關 規 定 ， 提 取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金
19861326.07 元，本年度母公司可供股東分配
的利潤為178751934.62元，加上上一年度母公
司留存未分配利潤 71009313.93 元，2011 年末
母公司可供股東分配利潤為249761248.55元。

2011 年 末 母 公 司 資 本 公 積 金 餘 額
944924743.56元。

2011年分配方案如下：
1、以2011年12月31日總股本435931470

股為基數，向全體股東每 10 股派發紅利 1.00
元（含稅），總金額為43593147元（B股紅利
按 2011 年度股東大會召開日中國人民銀行公

布的美元兌換人民幣中間價折算）。派發後
母公司未分配利潤餘額為206168101.55元，結
轉下一年度。

2、以2011年12月31日總股本435931470
股為基數，向全體股東每 10 股轉增 2 股，轉
增總股數為 87186294 股。轉增後，公司股本
總數增至為523117764股，母公司資本公積金
餘額為857738449.56元。

議案五、審議通過《關於繼續聘請上海
眾華滬銀會計師事務所為公司 2012 年度財務
審計機構的議案》；

議案六、審議通過《關於 2012 年度公司
為控股子公司融資提供一攬子擔保的議案》
；

議案七、審議通過《關於修改公司章程
部分條款的議案》；

議案八、審議通過《公司獨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職報告》；

議案九、審議通過《關於聘請上海眾華
滬銀會計師事務所為公司 2012 年度內控審計
機構的議案》；

議案十、審議通過《公司重大信息內部
報告制度》；

議案十一、審議通過《公司募集資金管
理制度》；

議案十二、審議通過《公司關聯交易管
理制度》；

議案十三、審議通過《公司對外擔保管
理辦法》；

議案十四、審議通過《公司 2011 年度監
事會工作報告》。

三、律師出具的法律意見
本次股東大會由北京市隆安律師事務所

上海分所指派律師現場見證並出具了法律意
見書，認為本次股東大會程序和表決結果真
實、合法、有效。

老鳳祥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6月28日

備查文件：
1、2011年度股東大會會議文件；
2、與會董事和獨立董事簽字的股東大會

決議；
3、北京市隆安律師事務所上海分所出具

的法律意見書。

股票簡稱：老鳳祥 股票代碼：600612 編號：臨2012-011
老鳳祥B 900905

老鳳祥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度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僱主須為其兼職家務助理
投購工傷保險，違例最高
罰款十萬元及監禁兩年。

查詢請電勞工處：

2717 1771工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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