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戈寶綠業（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長劉起棠先生，在新疆、深圳兩
地政府的鼎力支持下，帶領他的團隊科研探索出戈寶麻對人類健康的
特殊價值，並將瀕臨滅絕的戈寶麻發展成為18萬畝規模的綠色健康
產業。2012年11月16日，戈寶麻以珍稀神奇、低碳環保、健康安全
的形象亮相於第十四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引來各級政府
領導、投資商、加盟商及支持環保、關愛健康產業同仁的極大關注。

十年磨劍 厚積薄發
2002 年劉起棠先生得知羅布麻的纖維價值後，聯合與羅布麻相

關的各學科專家，對全國29個羅布麻歷史分布區進行反覆考察，發
現只有位於東經87°33′50''北緯47°42′41''全球距海岸最遠的北疆
阿勒泰阿拉哈克東戈壁尚存123畝羅布紅麻野生群體。由於當地獨特
的光熱水土，使羅布紅麻產生了更多有利於人體健康的活性成分，經
國際資質機構聯檢，葉片有效總黃酮成分（以槲皮素g/100g）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藥典》羅布麻乾葉標準3倍以上。被羅布麻業內泰斗肖
正春研究員、國際著名植物分類學家李秉滔教授譽為 「戈壁珍寶」，
並命名戈寶麻（極品羅布麻）。

董事長劉起棠先生2005年在深圳成立了戈寶綠業（深圳）有限
公司，2006 年在新疆成立了子公司─新疆阿勒泰戈寶麻有限公司
，開始實施了 「拯救戈寶麻、健康千萬家」的第一期工程。先後建立
了中國首個阿勒泰戈寶麻研發基地、世界唯一的阿勒泰戈寶麻野生保
護區，實行了前人未做過的 「五萬畝戈寶麻仿生種植」工程；2012
年又與艾比湖國家級濕地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合作進行10萬畝戈寶麻
拯救恢復工程，同時與精河縣人民政府合作進行艾比湖戈寶麻拯救恢
復和持續發展綠色產業項目，並在精河縣托托鄉成立了新疆艾比湖戈
寶麻有限公司，進行了戈寶麻生態恢復及年產500噸戈寶麻保健茶生
產線的建設。

目前公司擁有戈寶麻野生保護區，仿生種植區，生態恢復區總計
18萬畝，開發研製的戈寶麻保健茶，獲得了3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局
頒發的保健食品證書。建立戈寶麻GMP生產加工廠，獲得戈寶麻有
機食品認證。開發生產了戈寶麻系列保健功能紡織品，獲得了2個中
國保健協會批准的戈寶麻遠紅外保健功能內衣、功能襪的綠標。形成
了集戈寶麻種植、生產、銷售一條龍的產業化經營體系，為企業騰飛
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科研創新 驚世發現
2011 年戈寶麻被列入自治區戰略性新興產業，董事長劉起棠先

生利用企業的資源優勢及經濟優勢，率先進行了科研體制的創新，先
後組建了由8名兩院院士領銜的戈寶麻高級專家顧問團，組建了由國
內7大科研院校參加的阿勒泰戈寶麻工作站，根據市場需求，聯合開
展戈寶麻核心技術和相關基礎理論研究。

目前公司已形成專利10項，科研成果2項，地方標準5項，發表
論文25篇，承擔國家科技部、自治區科技廳、自治區經信委等各類
科研、推廣項目10項，成果轉化率達100%。2011年自主核心知識產
權產品銷售額佔企業總銷售收入的60%以上。

2011 年以來，利用創新科技平台，對戈寶麻的價值進行深度研
究，科研發現戈寶麻的四大亮點：

1、羅布麻新變種——戈寶麻
專家利用現代分子學生物學技術對戈寶麻深度研究發現：戈寶麻植

物是羅布麻種群中最珍稀的物種。按夾竹桃科植物的分類標準認定為羅

布麻的新變種，分別命名為：戈寶紅麻GAUBAU Kender（Apocynum
venetum L.var.aletaiense H.T.Lau,var.nov.）；戈寶白麻GAUBAU Baima
（Apocynum pictum Schrenk var, alboflorum H.T.Lau, var. nov.）；戈
寶紫麻GAUBAU Zima（Apocynum hendersonii J.D.Hook.var.gaubau H.
T.Lau,var.nov.），統稱為戈寶麻。

2、葉片多酚組份
專家在對戈寶麻葉進行深度研究時發現，提取物中含有多種多酚

類組份，其多酚成分對人體脂肪酸合酶有明顯的抑制作用，是降脂、
減肥、護肝、抗腫瘤的最佳藥物和養生食品不可缺少的資源。

3、纖維遠紅外功能
國家紅外及工業電熱產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驗證，戈寶麻具有天

然的遠紅外線保健價值，對於促進乳腺分泌、改善前列腺等微循環障
礙有極大幫助。

4、戈寶麻植物極具生態價值
北京林業大學、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對戈寶麻工

程進行了生態環境評價，結果發現，大面積種植的戈寶麻植物對改善
當地生態環境，涵養水源、防風固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極大的生

態價值。

整合資源 鑄造品牌
戈寶綠業（深圳）有限公司公司預計 5 年時間，完成 GAP 種植

基地認證，獲得國際權威機構的質量認證，建立完善的戈寶麻質量管
理體系。在阿勒泰、艾比湖分別建設現代化戈寶麻生產初加工基地和
生活園區，保護性開發艾比湖戈寶麻伴生植物及珍稀動物。為創造年
產值20億元提供充足的原料資源和必要的生產初加工條件。加大品
牌運作的力度，分別在深圳、烏魯木齊、阿勒泰、喀納斯、艾比湖等
地建設5個戈壁珍寶博物館，宣傳戈寶健康文化理念，呼喚社會關愛
生態環保，開發戈寶麻綠色旅遊產業，拉動產品市場銷售。

戈寶人願融全球智慧，匯行業精英，與 「政、商、學、研、媒、
眾」共建共享，和諧發展，建設一支最具戰鬥力和執行力的高效經營
管理團隊，打造全球最具美譽度，認知度的 「戈寶」國際品牌。

相信，戈壁灘上的新興產業在新疆、深圳兩地政府的鼎力支持下
，一定能從成功走向輝煌，實現 「拯救戈寶麻 健康千萬家」的願
景！

生態經濟北疆結碩果 戈寶品牌驚艷高交會

羅布白麻

羅布紅麻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PHO24

現特通告：黃詠嵐其地址為新界沙
田瀝源邨富裕樓 404 室，現向酒牌
局申請位於九龍尖沙咀彌敦道 63
號國際廣場 303 號舖 PHO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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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PHO24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Wong Wing
Laam of Flat 404, Fu Yu House, Lek Yuen
Estate, Shatin, N.T.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PHO24 at
Shop 303, Isquare, 63 Na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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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2012

申請酒牌轉讓啟事
天福軒

現特通告：梁笑明其地址為香港灣仔
駱克道 353 號三湘大廈 30 樓，現向酒
牌局申請把位於九龍橫頭磡樂富中心3
樓 3106-3109 號舖天福軒的酒牌轉讓
給曾志良其地址為香港灣仔駱克道
353 號三湘大廈 30 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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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OF LIQUOR LICENCE

Joy Luck House Chinese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Leung Siu Ming of 30th
Floor, Sunshine Plaza, 353 Lockhart Road, Wanchai,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Joy Luck House Chinese Restaurant at Shop Nos.
3106-3109, 3/F., Lok Fu Plaza, Wang Tau Hom,
Kowloon to Tsang Chi Leung of 30th Floor,
Sunshine Plaza, 353 Lockhart Road, Wanchai,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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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2012

中央政策組
招聘高級研究主任、研究主任和研究助理

（非公務員職位空缺）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央政策組現公開招聘高級研究主任、研究主任和研究助理。
中央政策組就公共政策事宜向行政長官及政府高層官員提供意見。作為政府內部的

“智囊”，中央政策組須就不同範疇進行政策研究、分析不同政策方案及了解民情。

職位（1）－高級研究主任
入職條件：（a）持有（i）本港大學或海外頒授的榮譽學位（成績良好）（尤以社會科學學
位為佳），或具同等學歷；或（ii）本港大學或海外頒授的深造學位（尤以社會科學學位為
佳）（持有本港或海外大學頒授的博士學位更佳）；（b）在取得學位後，具備不少於五年
與學術或地區研究、公共政策或公共事務相關的研究或工作經驗；（c）對公共事務和政策
有強烈興趣；以及（d）具良好的人際及溝通技巧，積極主動、獨立及有責任感。
職責：（a）進行特定研究計劃，並支援中央政策組就香港或內地的政治、社會、經濟事宜
及／或民意和輿論及新媒體進行研究；（b）擬備參考資料摘要、專題分析和報告；以及
（c）籌組專題小組和研討會。
薪酬：月薪$41,000-$52,000（視乎入職時所取得的學歷程度及具備的相關工作經驗而定）

職位（2）－研究主任
入職條件：（a）持有本港大學或海外頒授的榮譽學位（成績良好）（尤以社會科學學位為
佳），或具同等學歷；（b）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或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和英國語文科
考獲第 2 級或以上成績，或在 2007 年前的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和英國語文科（課程
乙）考獲E級或以上成績，或具同等學歷；（c）在取得學位後，具備不少於三年與學術或
地區研究、公共政策或公共事務相關的工作經驗，或持有深造學位；（d）能獨立處理跟進
研究項目的工作；（e）具良好人際技巧；（f）對公共事務和政策有強烈興趣；以及（g）
熟悉電腦應用及精通普通話者更佳。
職責：（a）策劃和統籌資料蒐集工作，包括與本地／海外大學、智囊組織和研究機構聯
絡；（b）進行研究計劃；（c）提供研究支援，包括撰寫參考資料摘要、專題分析和報告；
（d）協助籌組專題小組和研討會；以及（e）為多個研究委員會、工作小組和專責小組提供
秘書支援服務。
薪酬：月薪$27,000-$33,000（視乎入職時所取得的學歷程度及具備的相關工作經驗而定）

職位（3）－研究助理
入職條件：（a）持有本港或海外大學頒授的榮譽學位（成績良好）（尤以社會科學學位為
佳），或具同等學歷；（b）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或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和英國語文科
考獲第 2 級或以上成績，或在 2007 年前的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和英國語文科（課程
乙）考獲E級或以上成績，或具同等學歷；（c）在取得學位後，具備不少於兩年與學術或
地區研究、公共政策或公共事務相關的工作經驗；（d）具良好人際技巧；（e）對公共事務
和政策有強烈興趣；以及（f）熟悉電腦應用及精通普通話者更佳。
職責：（a）通過文獻研究、蒐集資料和統籌相關活動（包括與研究機構聯絡），協助進行
研究計劃；（b）協助撰寫報告；（c）為研究計劃提供技術和後勤支援；以及（d）為各個
研究委員會、工作小組和專責小組提供秘書支援服務。
薪酬：月薪$16,500-$20,000（視乎入職時所取得的學歷程度及具備的相關工作經驗而定）
註：我們曾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八月招聘首席研究主任、高級研究主任、研究主任和研究
助理，亦於二零一二年九月招聘高級研究主任，當時曾填交申請表格〔G.F.340（6/2012修
訂版）〕的申請人無須就同一職位重新遞交申請。
聘用條款︰獲錄用者將以非公務員合約條款聘用，合約為期兩年。
福利︰獲錄用者如圓滿履行合約、而期間一直表現理想兼行為良好，可獲發約滿酬金。該
筆酬金，連同政府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的規定為受聘人向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所
作的供款，將相等於合約期所得底薪總額的15%。根據《僱傭條例》的規定，按適當情況，
可享有休息日、法定假日、年假、產假、侍產假及疾病津貼。
申請手續：申請人須填妥申請表格[GF340（Rev.6/2012）]，並擬備求職信和詳盡履歷。申
請表格可於民政事務總署各區民政事務處及勞工處就業科索取，或從公務員事務局網站
（www.csb.gov.hk）下載。填妥的申請表格、求職信和履歷，連同僱主推薦信副本和證明文
件副本，須於截止申請日期或之前送達下址，並請於信封面寫上所申請的職位名稱。申請
人如欲申請多於一個上述職位，須就每一個職位遞交一份申請。申請人如獲選參加面試，
通常會在截止申請日期後約六至八個星期內接到通知。如申請人未獲邀參加面試，則可視
作經已落選。
查詢地址：香港添馬添美道2號政府總部26樓中央政策組，行政主任。
查詢電話：2810 2380
截止申請日期：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附註︰
（1） 申請人於獲聘時必須已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
（2） 作為提供平等就業機會的僱主，政府致力消除在就業方面的歧視。所有符合基

本入職條件的人士，不論其殘疾、性別、婚姻狀況、懷孕、年齡、家庭崗位、
性傾向和種族，均可申請本欄內的職位。

（3） 如果符合訂明入職條件的應徵者人數眾多，招聘部門可以訂立篩選準則，甄選
條件較佳的應徵者，以便進一步處理。在此情況下，只有獲篩選的應徵者會獲
邀參加招聘考試╱面試。

（4） 政府的政策，是盡可能安排殘疾人士擔任適合的職位。殘疾人士申請職位，如
其符合入職條件，毋須再經篩選，便會獲邀參加面試╱筆試。

（5） 持有本港以外學府╱非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頒授的學歷人士亦可申請，惟其學歷
必須經過評審以確定是否與職位所要求的本地學歷水平相若。有關申請人須郵
寄修業成績副本及證書副本到上述查詢地址。

（6） 在使用求職者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時，有關人員會嚴格遵守中央政策組個人資料
政策的規定。假如接到有關要求，中央政策組會即時提供上述政策的文本。關
於此事，可與中央政策組文書主任（總務）聯絡（地址見上文），或以傳真方
式（號碼：2537 9083）提出要求。

（7） 本招聘廣告所載的職位空缺資料，也可於互聯網上的香港政府一站通內閱覽，
網址如下：http://www.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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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五B11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