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 國 創 意 發 明 推 廣 協 會（Korean
Invention Promotion Assocication）創意課長
李建煥、事務處長金倫均日前率領第二十五
屆韓國學生發明展覽亞洲學習團二十人訪港
，專程前往香港發明協會交流訪問，會長張
景豐、副會長林光湧、秘書長劉世蒼、會員
林信義、曹鴻輝迎迓賓客，會上賓主互動交
流，場面熱鬧輕鬆。

張景豐會長雖年屆九十五歲，頭腦依
然清晰，有條不紊地為團員講解協會的創
會歷史和發展。他代表協會歡迎團員到訪
，這對他們來說是一種鼓勵和信心。他又
感謝韓國的發明家多次在參展會上給予鼓
勵。他說，四十年前，受到國際發明聯盟
組織（IFIA）會長Farag Moussa的鼓勵下
創立了香港發明協會。該會現有五百多位

會員，他們來自各階層，當中包括大學教
授、醫生、律師、工程師、家庭主婦等。
他們每年均參加在本地、澳門、馬來西亞
、越南，以至在歐美舉行的各項展覽會，
參展項目都是最適合社會的項目，故協會
在香港和世界各地均得到良好的聲譽和尊
重。由於協會是私人創立，未有得到政府
的資助，然而在社會上獲得不少機構在精
神和財政上的資助。不過，發明家到外地
參展時仍會遇上旅費、用餐、住宿等困難
，幸好得到韓國、台灣、美國等地的支持
，旅程中獲得各項優惠，對此也再次感謝
。張景豐勉勵各位團員， 「希望各位年輕
人發揮你們的智慧，只要對生活、社會上
有貢獻，就會有發明，期望未來與協會多
聯繫。」

會上發明家們又向團員介紹他們的創
意產品，會員林信義從事研發和生產高亮
度 、 超 環 保 LED 照 明 創 新 產 品 Magic
Bulb，先後參加中國內地、歐洲、台灣等
地的發明展覽會，榮獲多個世界性獎狀。

學習團團員是來自致力推動創意發明
而獲獎的韓國小學、中學及高中的老師。
他們表示，韓國政府十分重視培養學生研
發及創新精神，希望他們將來學有所成回
饋國家，期望日後能再組織傑出學生們赴
港，與香港發明家交流對話。

黃穎雅

「蜀韻金沙 錦繡青羊─ 2012
成都市青羊區（香港）投資說明會」
日前假灣仔萬麗酒店宴會廳隆重舉行
。成都市青羊區人民政府在會上與屈
臣氏、香港遠東發展集團、香港愛美
高等企業，就屈臣氏西區總部、遠東
發展西部新城項目、帝盛君豪酒店項
目等簽署合約，協議金額二十九億。
遠東發展附屬公司麗悅酒店，在成都
投資五星級酒店帝盛君豪酒店，總投
資額十億元人民幣，現正試業中，預
計兩個月內開業。

應邀出席的主禮嘉賓包括：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投資推廣署助理署長
鄧仲敏、成都市青羊區委書記謝強、
成都市青羊區政府副區長李香貴、香
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吳清煥、香
港中國旅遊協會副秘書長劉國恩、香
港中國企業協會副總裁朱華、遠東發
展集團有限公司主席邱達昌、中國光
大國際有限公司行政總裁陳小平等。

港資西進首選城市
在說明會上，成都市青羊區

是次帶來了華置廣場、青羊總部
基地、綠舟總部產業園、成都西
客站、成都西村創意產業園區等
10 餘個招商項目，向來賓進行
說明推介。謝強書記說，成都已
經成為港資西進的首選城市。目
前青羊區投資的包括來自香港地
區的外商投資企業和代表處共有
二百餘家，位於成都市中心城區
前列，其中香港企業佔百分之四
十，香港地區的外資佔全區實際
利用外資80%以上，企業主要從
事金融業、商務服務、房地產、
餐飲娛樂、軟件開發等。謝書記

歡迎企業家到該區考察交流，共謀發
展。

帝盛君豪酒店項目位於西玉龍街
138號，地鐵1、4號線交匯站騾馬市
站旁，距離天府廣場僅五分鐘車程。
遠東發展有限公司主席邱達昌表示，
帝盛君豪酒店正在試業，是遠東發展
在中國開設的酒店中最大的一間，約
有五百間客房，期望每年有一億元盈
利。邱達昌說，遠東發展和青羊區政
府擁有良好關係，投資者到內地投資
通常會遇到各種問題，政府都能提供
良好的服務。除了酒店外，該公司亦
尋求在成都發展地產項目。

遠東發展集團有限公司董事總經
理孔祥達說，該集團現共經營及管理
17 間酒店，另有七間新酒店正在興
建，落成後將提供客房總數 7000 多
間。集團在中國上海、杭州、武漢、
中山及成都，都有酒店項目，提供近
1800多間客房。 黃穎雅

為打造柳州旅遊節慶品牌，促進旅遊
企業合作引客入柳，推進旅遊名城建設。
廣西柳州市委宣傳部、市旅遊局前赴北上
廣深等 14 個客源重點城市開展了規模最
大、輻射範圍最廣、宣傳內容最豐富的旅
遊大篷車活動，該活動日前在深圳瑞吉酒
店宣傳推介柳州市豐富多彩的旅遊資源，
為十月即將舉行的國際水上狂歡節宣傳預
熱。

柳州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的中北部，
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同時也是魅力無限
的旅遊名城。柳州有與桂林一脈相連、山
水相依的風光特色，典型的岩溶地貌造就
了 「山青、水秀、洞奇、石美」的自然景
觀，市區可謂青山環繞、水抱城流，因而

具有 「世界第一天然大盆景」的美稱。柳
州民族風情濃郁，壯族的歌、瑤族的舞、
苗族的節和侗族的橋，堪稱柳州 「民族風
情四絕」。

據了解，2012 柳州狂歡節大幕即將
於國慶期間開啟，狂歡節規模空前，創意
新穎，以 「水」為主體，突出 「狂歡」和
「動感」，強調 「創新」、 「出奇」和
「特色」。主體活動包括全球首次大型水

上行為演藝秀、柳州國際水上狂歡節花車
狂歡大巡遊、特技飛行表演、F5 世界煙
花錦標賽頒獎晚會、首屆廣西（柳州）佛
文化節暨 「五洲同樂」大型佛教音樂晚會
、中德啤酒搖滾音樂季等 10 餘項大型文
娛互動活動。 邱 哲

深圳（中海信）中小企業上市總部基
地日前舉行隆重奠基儀式。該項目位於深
圳龍崗區，建成後連同集團現有的上市培
育基地，總建築面積將達到 70 萬平米，
共可容納400家上市及擬上市企業總部，
可引入1萬多名高新技術人才，年高新產
值將超過300億元，成為深圳市中小企業
上市總部集聚地、國家上市企業培育發展
示範園區。會上同期舉行了中海信微軟
（深圳龍崗）IT學院簽約、授牌儀式以及
5 家擬入園企業、5 家上市服務機構簽約
儀式。中海信公司成立於2001年、總部位
於深圳的大型投資控股公司，公司形成了
先進獨特的 「以科技園區為載體，以創業
投資和上市培育」為特色的上市服務綜合
體運營模式。公司主要開發建設模式為產
業加速基地、上市培育基地、上市總部基
地、金融集聚基地，目前已在深圳成功運
營服務超過 40 萬平米的科技園區，包括
全國首個上市培育基地。

深圳市對此項目十分重視，副市長陳

彪表示，作為我國首個國家創新型城市，
深圳中海信中小企業上市總部基地是深圳
市轉方式、調結構的又一重點項目，對實
現全市 「拓展城市發展空間、打造現代產

業體系」，提升深圳產業發展水平將起到
推動和示範作用。

王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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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情柳州」旅遊活動赴深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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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信中小企上市總部基地奠基

▲遠東發展有限公司主席邱達昌對投資
成都充滿信心 本報攝

▲香港發明協會假會址接待第二十五屆韓國學生發明展覽亞洲學習團，前排右三為
會長張景豐 本報攝

證券簡稱：古井貢酒、古井貢B 公告編號：2012-022
證券代碼：000596、200596

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的真實、準確、完
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大會召開期間沒有增加、否決或變更提案。
二、會議召開的情況
（一）會議召開時間：2012年8月15日上午9:30；
（二）會議召開地點：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古井學院多

功能廳；
（三）召開方式：現場投票
（四）召集人：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五）主持人：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余林先生；
（六）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開符合《公司法》、《深圳證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規則》及《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關規
定。

三、會議出席情況
1、會議出席的總體情況
出席本次股東大會並投票表決的股東（代理人）共7人，代表

股份 284,940,108 股，佔公司有表決權總股份的 56.58%，全為現場
投票。

2、A股股東出席情況
A股股東（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275,422,222股，佔公司A

股股東表決權股份總數的54.69%。
3、B股股東出席情況
B 股股東（代理人）3 人，代表股份 9,517,886 股，佔公司 B

股股東表決權股份總數的1.89%。
4、其他人員出席情況
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及本公司所聘請的律師。
四、議案審議表決情況
（一）關於修訂《公司章程》的議案；
1、總的表決情況
同意284,940,108股，佔出席會議所有股東所持表決權的100％

；無反對票和棄權票。
2、A股股東的表決情況
同意 275,422,222 股，佔出席會議所有 A 股股東所持表決權的

100％；無反對票和棄權票。
3、B股股東的表決情況
同意 9,517,886 股，佔出席會議所有 B 股股東所持表決權的

100％；無反對票和棄權票。
（二）關於《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回報規劃（2012

年-2014年）》的議案。
1、總的表決情況
同意284,940,108股，佔出席會議所有股東所持表決權的100％

；無反對票和棄權票。
2、A股股東的表決情況
同意 275,422,222 股，佔出席會議所有 A 股股東所持表決權的

100％；無反對票和棄權票。
3、B股股東的表決情況
同意 9,517,886 股，佔出席會議所有 B 股股東所持表決權的

100％；無反對票和棄權票。
五、律師見證情況
北京市中永律師事務所琚向暉、張雲霞律師對本次股東會出具

了法律意見書，認為公司2012 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召集、
召開程序，出席現場會議人員的資格和表決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票上市規則》及《公司章程》的規定，本次股東大會通過的決
議合法有效。

六、備查文件
1、股東大會決議；
2、北京市中永律師事務所出具的法律意見書。
特此公告

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北京市中永律師事務所
關於

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法律意見書

京中永法見字[2012]第245號
致：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永律師事務所（以下簡稱 「本所」）接受安徽古井貢
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古井貢酒」或 「公司」）的委託，指
派本所琚向暉、張雲霞律師（以下簡稱 「本所律師」）出席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以下簡稱 「本次股東大會」），
並就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召開程序、出席會議人員資格、股東提
出議案的資格和程序以及會議表決程序的合法有效性出具法律意見
書。

為出具本法律意見書，本所律師列席了本次股東大會，對所涉
及的資料和文件進行了審查和驗證，同時聽取了公司就有關事實的
陳述和說明。公司已向本所律師保證並承諾，其向本所律師提供的
資料和文件均為真實、準確、完整，無重大遺漏。

本所律師僅就本法律意見書出具日以前所發生的事實以及本所
律師對有關法律法規的理解發表法律意見。

本所律師同意將本法律意見書作為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臨時
股東大會的必備文件予以公告，並依法對所出具的法律意見承擔責
任。

本所律師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 「公司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以下簡稱 「證券法」）、中國
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上市公司股東大會規則》（以下簡稱 「規則
」）等法律法規以及《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簡
稱 「公司章程」）的規定，按照律師行業公認的業務標準、道德規
範和勤勉盡責的精神，就本次股東大會有關事項進行核查和驗證，
現出具如下法律意見：

一、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召開程序
公司於2012 年7月24 日召開了第六屆董事會第十次會議並形

成決議，決議召開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並發出
《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召開2012 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
大會的通知》，上述事項分別於2012年7月25日在《中國證券報
》、香港《大公報》上予以公告。

本次股東大會於2012 年8月15 日如期召開。經審查，本次股
東大會召集、召開程序符合《公司法》、《規則》及《公司章程》
的規定。

二、出席本次股東大會人員的資格
出席本次股東大會的股東及委託代理人共計 7 人，代表股份

284,940,108 股，佔公司股份總數 56.58%。經查驗，上述人員均有
出席本次股東大會的合法資格，有權出席本次股東大會及依法行使
表決權。

公司的董事、監事、董事會秘書出席了本次股東大會，高級管
理人員及見證律師列席了本次股東大會。

本次股東大會由公司董事會召集，董事長余林主持，符合《公
司章程》的規定。

經本所律師驗證，出席本次股東大會的股東資格和其他人員的
資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三、本次股東大會沒有股東提出新的議案
四、本次股東大會表決程序
本次股東大會就會議公告中的議案以記名投票方式進行表決，

表決結果如下：
1、審議關於修訂《公司章程》的議案
同意284,940,108股，佔出席會議所有股東所持表決權的100％

；無反對票和棄權票。
2、審議關於《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回報規劃

（2012年-2014年）》的議案
同意284,940,108股，佔出席會議所有股東所持表決權的100％

；無反對票和棄權票。
本次股東大會審議並表決通過了股東大會會議通知的各項議案

，當場公布了表決結果。
本次股東大會召開情況已做成會議記錄，由出席會議的董事和

董事會秘書、記錄員簽字。
本所律師認為，本次股東大會表決程序符合《公司法》、《規

則》及《公司章程》的規定。
五、結論意見
本所律師認為，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召集、

召開程序，出席會議人員的資格和表決程序符合《公司法》、《規
則》及《公司章程》的規定，本次股東大會通過的決議合法有效。

北京市中永律師事務所
經辦律師：琚向暉 張雲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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