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一度的中國最高級別業餘
高爾夫球賽事 2012 中國房山．長
陽業餘高爾夫球冠軍賽 9 月 11 日
至 16 日在北京加州水郡高爾夫俱
樂部舉行。來自澳洲、日本、馬來
西亞等國的優秀球員及中國最頂尖
的業餘球員近 90 人，在房山長
陽展開為期 4 天的激烈比拼，爭
奪 2012 冠軍賽嶄新亮相的冠軍
獎杯。

2012 中國房山．長陽業餘高
爾夫球冠軍賽是由國家體育總局小
球運動管理中心和中國高爾夫球協
會主辦的一項中國境內最頂級的業

餘國際賽事，旨在為中國奧運軍團
備戰 2016、2020 奧運會儲備和鍛
煉人才。

據冠軍賽組委會透露，2012
中國房山．長陽業餘高爾夫球冠軍
賽最終確認的參賽球員有以衛冕冠
軍李源、 「中國小老虎」關天朗，
中國高爾夫球國家女隊的石昱婷、
張維維、王馨迎、蔡丹婷，以及楊
嘉欣、竇澤成等內地著名業餘球手
總計 66 名；海外參賽球員以日本
的岡村優、澳洲的安東尼為代表，
共21人，實力亦非常強大。

劉衛東

觀瀾湖世界明星賽上海新聞發布會近日舉行，
姚明作為觀瀾湖世界高爾夫明星賽公益大使正式亮
相。據悉，這次參加觀瀾湖世界高爾夫明星賽，姚
明身兼兩職，一方面是參賽選手，全程參加比賽，
同時更以公益大使身份走上觀瀾湖的 「綠地毯」，
為傳播愛心搭建起更大的平台。

「對於高爾夫球而言，我還是個初學者。我覺
得高爾夫球和籃球最大的不同在於，高球比賽中，
每個人手裡都有球，不用像籃球那樣搶來搶去。」
當主持人問到姚明對高爾夫的體會時，一開口姚明
就幽了一默。隨後坦承目前自己只學習了兩個月，
「我感覺非常好，就像又回到了童年剛玩籃球時那

般快樂。」
在此次新聞發布會上，主辦方揭開了體育界豪

華方陣：姚明、羅納爾多、斯蒂芬．亨得利、李寧
、鮑里斯．貝克爾等巨星悉數而至。除此之外，還
邀請了高爾夫、文化以及商界領袖人士組成了陣容
強大的明星委員會，包括觀瀾湖集團主席兼行政總

裁朱鼎健，國際高球巨星 「大白鯊」格．諾曼，中
國高爾夫球協會副主席王軍，鳳凰衛視控股有限公
司主席兼行政總裁劉長樂，香港海洋公園董事局主
席、蘭桂坊集團主席盛智文，中國著名導演馮小剛
、編劇何平、香港影視界知名人士曾志偉、新浪董
事長曹國偉等。他們將於 10 月共同匯聚在海口觀
瀾湖高爾夫球場，出席觀瀾湖世界明星賽。

香港貧窮住屋問題日趨嚴重，對於低收入甚至沒有工作
能力的傷殘人士，家居應有的安全配套設施往往被忽視，致
令他們生活在危機當中。有見及此，仁人家園開展 「綠色樂
居無障礙」計劃，為低收入的傷健人士家庭增設配套設施，
以改善他們的居家環境。而由其發起的 「愛心二手衫慈善義
賣」活動，日前（9月10日）於荃灣 「荃新天地二期」舉辦
首次義賣活動，並得到 GIC 環球信貸有限公司常務董事王
瑤及多位著名藝人親臨現場支持，為一系列慈善義賣活動揭
開序幕。

一眾一直對社會問題表示關注的名人明星，一呼百應。
除了捐出私人衣物及服飾作慈善義賣籌款外，著名藝人劉心
悠、鄭希怡及鄧穎芝更現身是次義賣活動。平日一身潮人潮
裝的她們，為了慈善不惜改變造型，以一身裝修服飾打扮，
戴上安全帽及勞工手套示人。另外，她們更即場挑選數件衣
物，以行動為弱勢社群出一分力、盡一點心意。

是次慈善義賣於9月10至15日舉行，緊接其後的第二
次義賣活動將於9月15至10月15日在銅鑼灣 「銅鑼灣地帶
」舉行，獲得的善款將全數撥入 「綠色樂居無障礙」計劃。
為表示 GIC 對仁人家園及是次計劃的支持，GIC 將捐出與
義賣籌得的善款同等數目的款項，並負責一切行政費用。
GIC環球信貸有限公司常務董事王瑤稱： 「公司會鼓勵員工
參與是次計劃的義工活動，以實際行動去幫助社會上有需要
的一群，貫徹公司一直以來秉持的核心價值── 『用心以家
建家』。」

「綠色樂居無障礙」計劃將於10月起，為低收入傷健
家庭提供家居維修及改善服務，以建造方便、安全、綠色及
和諧的生活空間。 為服務中國外交事業大局，培

養高素質外交外事人才，鼓勵和支
持外交學院師生積極開展創新創業
活動，9 月 10 日正值外交學院隆重
舉行周恩來、陳毅紀念銅像揭幕儀
式之際，香港中國商會主席、香港
經緯集團主席陳經緯捐款壹仟萬元
支持外交學院設立 「外交學院經緯
師生創新創業基金」。

據了解，該專項基金將全部用
於外交學院經緯師生創新創業相關
項目：首先是外交學院經緯青年教
師科研創新計劃。該專案計劃每年
從 40 歲以下（含 40 歲）的青年教
師中選拔10項具有創新意義的科研
專案予以資助。

其次，外交學院經緯青年教師
教學創新計劃。該專案計劃每年從

40歲以下（含40歲）的青年教師中
選拔10項具有創新意義的教學改革
項目予以資助。

第三，外交學院經緯學生創新
項目。外交學院已為學生設有一系
列在國內國際影響的學生創新項目
，如 「模擬聯合國」、 「模擬國際
法庭」、「外交外事禮儀大賽」等。

第四，外交學院學生課外學術
優秀團隊支持計劃，經緯師生創新
創業基金每年根據外交學院學生課
外學術團隊項目研究及人才培養表
現，遴選出 3 支重點支持團隊和 10
支一般性支持團隊，分別給予資金
支持，該資金支持主要用於自主創
新團隊的立項研究，並兼顧實習實
踐、團隊運行等方面。

第五，外交學院學生課外創新
實踐優秀專案支持計劃。專門面向
每年在校內外學生課外創新實踐中
脫穎而出的各級獲獎作品，根據其
所獲獎項的不同，給予作者不同額
度的支援資金，促進其對獲獎專案
進行進一步的改進和提升。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國商會
主席、香港經緯集團主席陳經緯在
簽字儀式上表示，目前我國經濟社
會發展持續向好的同時，也面臨着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大歷史任務
，其中，人力資源供給與需求的結
構性矛盾，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發展
方式轉型的關鍵因素之一。尤其是
面對中國企業 「走出去」的迫切需
求，我國的外事人才大量短缺的局
面期待解決，作為一名長期關注和
支持教育事業的企業家，願意支持
外交學院的建設和發展，為中國教
育事業以及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事
業盡綿薄之力。

據悉，作為全國政協委員，陳
經緯長期以來一直關注我國的教育
事業和人才培養問題。除了在全國
兩會期間提交多份有關國家人才發
展戰略和企業人才培養的提案，增
加駐外機構人員配備為中國海外投
資保駕護航等提案外，他還先後捐
款在我國數家知名高等學府設立
「清華大學經緯學生創新創業基金

」、 「同濟大學經緯不動產研究院
」、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經緯學生
創新創業基金」、 「東華大學經緯
學生創新創業基金」等，還在家鄉
廣東汕頭潮南區捐款 1 億元捐建九
年制學校、高級中學各一所等等，
他長期支持多項教育培訓計劃，得
到社會各界的讚許。

由海南省影視家協會承辦的首屆海
南 「DV看瓊中」民間影像大賽日前起
正式揭幕。大賽要求參賽者用DV紀錄
瓊中熱帶雨林的美麗生態風光，瓊中黎
族苗族民俗風情以及人文歷史，以及瓊
中旅遊的奇特經歷、三月三情歌對唱等
表達浪漫愛情的方式和愛情故事等。

大賽歷時8個月，將通過專家三級
評審和網民投票層層篩選，在明年4月
的瓊中黎族苗族傳統節日 「三月三」節
慶活動期間揭曉獲獎作品，最高獎金達
6萬元。瓊中縣委書記孫喆表示，瓊中
環境資源得天獨厚，有着獨特的黎苗民
族文化和人文氣質，黎錦、黎族歌舞、
苗族歌舞、苗族蠟染刺繡等傳統民俗物
質文化更是廣為人知。她希望借助
「DV看瓊中」民間影像大賽來展示瓊

中新形象，推介瓊中豐富的資源，展示
區域文化內涵，實現瓊中綠色崛起。

張建星、王麗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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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經緯捐款一千萬元培育人才
設立外交學院經緯師生創新創業基金

▲外交部部長、外交學院董事會主席楊潔篪，外交部副部長宋濤，外交
學院院長趙進軍、香港中國商會主席、香港經緯集團主席陳經緯等出席
簽約儀式

▲眾球星為2012年世界明星高爾夫球賽開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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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江記海鮮菜館

現特通告：黃紹江其地址為九龍
深水埗醫局街 161 號喜居地下 A
舖，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深
水埗醫局街161號喜居地下A舖江
記海鮮菜館的酒牌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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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Kwong Kee Seafood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Wong Siu
Kwong of Shop A, G/F, Hey Home, 161
Yee Kuk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Kwong Kee Seafood Restaurant at Shop A,
G/F, Hey Home, 161 Yee Kuk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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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2012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南大門

現特通告：李惠珍其地址為新界將
軍澳日出康城領都第二座 57 樓 LB
室，現向酒牌局申請把位於九龍觀
塘鯉魚門海傍道中 58A 地下南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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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GATEWAY CUISINE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Lee Wai Chun,
Vivien of Flat LB, 57/F, Tower 2, Le
Prestige, Lohas Park, Tseung Kwan O, New
Territories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Gateway Cuisine at G/F., 58A
Praya Road Central, Lei Yue Mun, Kwun
Tong, Kowl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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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2012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金饍韓國料理

現特通告：陳泰生其地址為新界
荃灣沙咀道68至76號大成大廈14
字樓1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九
龍尖沙咀北京道一號 8 樓 801 號舖
金饍韓國料理的酒牌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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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KimChee Korean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an Tai Sang of
Unit 1, 14/F, No. 68-76 Sha Tsui Road,
Tsuen Wan, N.T.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KimChee Korean
Restaurant at Unit 801, 8/F, 1 Peking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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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2012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鴻星海鮮酒家

現特通告：郭少娟其地址為新界
荃灣沙咀道68至76號大成大廈14
字樓1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中
環雲咸街19-27號地庫鴻星海鮮酒
家的酒牌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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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Super Star Seafood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Kok Siu Kuen,
Alice of Unit 1, 14/F, No. 68-76 Sha Tsui
Road, Tsuen Wan, N.T.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Super Star
Seafood Restaurant at Basement 19-27
Wyndham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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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2012

ONE INDIAN CURRY COOK/ONE INDIAN TANDOORI COOK
ONE SOUTH INDIAN COOK/ONE INDIAN GUJARATI COOK

Required by an Indian restaurant in Stanley Plaza
Education: Primary 6 and 1 year experience
Working Hours: 11:00AM to 3:00PM and

6:00PM to 11:00PM, 6 days per week

☎：2459 8855 Fax:2459 8850 Contact Mr. Y. Kumar

Salary:
HK$12520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雪園飯店

現特通告：毛重慶其地址為九龍紅
磡紅磡花園一期 4 樓 D 室，現向酒
牌局申請位於香港銅鑼灣新寧道 8
號民安廣場一期 2 字樓雪園飯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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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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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SNOW GARDEN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Mo Chung
Hing of Flat D, 4/F., Block 1, Hung Hom
Garden, Hung Hom,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Snow
Garden Restaurant at 2/F., Ming An Plaza,
Phase 1, 8 Sunning Road, Causeway Bay,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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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2012

惠刊廣告請駕臨
健康東街39號柯達大廈2座4字樓廣告部

電話：28310500 28311730
傳真：28346631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三日 星期四6工商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