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得豐剛於日前完成首拍─ 2012 年秋
季絢麗珠寶拍賣會，吸引了不少本港、東南亞
買家及同業友好前來參觀及競投，場面熱鬧。

除了各系列拍賣品被成功競投外，一對珍
貴且色澤柔美的天然珍珠配鑽石耳墜，以240
萬港元成交；及一條雙行天然珍珠鏈，珍珠直
徑 4.00 至 9.50 毫米，經過一輪熱烈競投後，
以144萬港元售出。

序號206，一對4.06克拉及4.51克拉橢圓
形 D/VS1 D/VS2 鑽石耳環，成交價為 270 萬
港元；一套天然紫羅蘭翡翠蛋面戒指及耳環，
玉質豐厚，色澤瑩潤濃郁，以60萬港元售出。

翡翠總給人帶來祥和，更可世代傳承，寓
意美好。序號 94，一套天然翡翠 「懷古」項
鏈及耳墜，估價5萬港元，吸引了不少現場競
投者加入競價，叫價情況非常激烈緊湊，最終
高於底價5倍，以25萬2千港元售出；序號98
，一套 Carvin French 設計的翡翠項鏈亦以高
於估價2倍多，以19萬2千港元售出。

利得豐香港有限公司亞太區珠寶部主管陳
家寶對秋拍成績理想感滿意，並表示近幾年，天
然珍珠供不應求，未來有着明顯的增值趨勢。

鴻星集團今年再度參加由12月15日至2013 年1
月7日假維多利亞公園舉行之工展會展銷活動，推出
多款全新精選食品及滋味熟食優惠，讓客戶大快朵頤
，滿載而歸。

$1波士頓龍蝦及海鮮福袋
今年鴻星再創新猷，於工展會首次推出$1 波士

頓龍蝦（約400g，原價$196），客戶憑工展會場刊內
優惠券即可換購，每天限量 50 隻，先到先得，售完
即止。此外，鴻星亦推出低至 45 折的海鮮福袋，內
備 「家傳靚湯」石頭魚燉湯2盒、波士頓龍蝦1隻、
松葉蟹半隻、脆脆銀魚3包及蝦乾辣油1樽。優質海
鮮，滋味無窮，只售$300（原價$681），認真超值，
萬勿錯過。

鴻星大福袋、脆脆銀魚及甘露系列等星級產品多
年來均深受客戶歡迎，今年鴻星繼續於工展會推出超
值優惠，以感謝客戶的長期支持。

鴻星大福袋彙集多款鴻星滋味食品，包括袋裝原
味鴛鴦臘腸1袋、 「家傳靚湯」湯包1盒、脆脆銀魚

3 包及蝦乾辣油 1 樽，每袋只
售$100（原價$233）。

另外，各款味道的脆脆銀
魚、用料十足的楊枝甘露及荔
枝甘露均以$50/5 款的優惠價
於工展會場內發售。

鴻星之工展會攤位設在
6C42-43，56-57，並提供多
款超值美食優惠，歡迎客戶到
場選購。如有任何查詢，請致
電禮賓服務熱線2628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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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波士頓龍蝦

利得豐舉辦秋季珠寶拍賣會

新鴻基地產（新地）旗下酒店
致力為顧客提供優質服務，並不斷
引入高質素食肆，滿足港人及國際
旅客對佳餚美食的需求。

日前，國際著名飲食指南《米
芝蓮指南 2013》港澳版面世，中
環四季酒店法國餐廳 Caprice 及中
菜廳龍景軒，繼續蟬聯最受推崇的
三星級餐廳，並穩佔全港三星級餐
廳半數席位。

龍景軒及Caprice
蟬聯最高殊榮

位於環球貿易廣場的香港麗思
卡爾頓酒店中菜廳天龍軒則晉身二
星級食府，而尖沙咀帝苑酒店東來

順亦成為指南的新貴，新上榜成為
星級食府。

新地精心網羅環球佳餚進駐旗
下酒店，其中四季酒店之全球首間
米芝蓮三星級中菜餐廳龍景軒及法
國餐廳 Caprice，憑着上等食材、
精緻賣相、一絲不苟的貼心服
務，加上醉人維港景致，繼續
穩守米芝蓮三星級食府寶座，
蟬聯最高評級尊尚食府。

天龍軒升上二星級
香港麗思卡爾頓酒店中菜

廳天龍軒供應傳統精緻廣東菜
及粵式巧手點心，開業初期已
成功登上米芝蓮一星級榮譽，

今年更上一層樓，晉身成為二星級
食府。

創辦於北京的東來順，以純正
「涮羊肉」聞名遐邇，同時提供淮

揚美點，深受食客歡迎，成功登上
米芝蓮一星級食府的榮譽。

新地旗下酒店食府再摘《米芝蓮》星

▲Caprice

◀龍景軒

《香港廣東音樂團》日前在中央電
視台舉辦的第三屆CCTV民族器樂電視
大賽中，於全國各地約一百隊器樂組合
中脫穎而出，榮獲 「傳統民間器樂組合
」第二名。

來自不同地區的參賽組合各演奏具
特色的精彩道地傳統樂曲。九位評委以
記名形式評選評分。傳統民間器樂組合
第一名是廣東梅州的《客家漢劇院樂團
》；而《香港廣東音樂團》以0.031分之
差屈居亞軍，為香港中樂界於全國民族

器樂大賽中創下零的突破，留下佳績紀
錄。

是次赴京參賽獲殊榮的五位香港參
賽樂手為：曾秋堅（高胡），雷葉影
（椰胡）、何耿明（琵琶）、郭嘉瑩
（揚琴）及陳子晉（洞簫）。五人合力
展現了傳統粵樂曲藝及韻味，感動全場
，成功獲得評判青睞。賽後中央電視台
稿評曰： 「展現了來自東方之珠的樂韻
風華，一曲粵曲對唱《帝女花之香夭》
選段，讓現場充滿了舊時香港的味道。」

作為萬豪酒店管理集團旗下高端
奢華品牌的代表，深圳歡樂海岸萬豪
行政公寓於日前舉辦落成典禮，該專
案將是萬豪國際集團在大中華區的第
六家萬豪行政公寓，並且是華南區的
第一家。歡樂海岸高層表示，作為多
次被世界著名商界雜誌和媒體評為酒
店業內最傑出公司的萬豪
酒店決定入駐歡樂海岸。
這不僅是對歡樂海岸專案
的認可，更是對華僑城集
團良好發展前景的肯定。
據了解，作為歡樂海岸高
端精品酒店群的核心組成
部分，深圳歡樂海岸萬豪
行政公寓不僅將成為歡樂
海岸商務度假功能的重要
補充，同時也是也是華僑
城集團在酒店管理式公寓

專案上的全新嘗試。
公寓共設有155套豪華公寓，包

括單間套房、一居室、二居室和三居
室四種房型。每間客房均配有設施完
善的廚房、間隔獨立的卧室和辦公區
域。

劉天譚

深圳歡樂海岸購物中心全
球招商盛典日前在華僑城歡樂
海岸 OCT 創意展示中心盛大
啟幕，國內外知名品牌商家代
表，與來自北上廣深的數十家
時政類、財經類和時尚類媒體
的記者共計120餘人見證了招
商盛典的盛況。

此次招商盛典的主體單位
是歡樂海岸購物中心，總建築
面積約8萬平方米，以零售、
餐飲、娛樂業態為主，由美國
LLA擔綱設計，整體造型流線
動感，與臨水建築環境呼應融
合，是深圳唯一以環保、生態
理念建造的現代親水國際化購
物中心，被譽為 「看得見海洋的購
物天堂」。

經過一年的試業，歡樂海岸商
業經營業績直線提升，開創性的實
現了國內商業專案開業即賓客盈門
的成功先例，歡樂海岸作為廣大市
民休閒娛樂好去處的文化地標意義
也逐漸顯現。歡樂海岸作為獨具科
學性和創新性的城市綜合體領跑者
，將全力啟動歡樂海岸購物中心的
全球招商工作，以一流的專案規劃
、科學的業態布局和獨特的商業模
式吸引與國際知名品牌的強強聯手
，共同打造最具國際風尚的主題商
業旗艦，構築南中國商業文化新地
標。

作為華僑城集團的全新都市複
合產品，歡樂海岸融會了華僑城二
十七年豐富的旅遊、地產、文化資
源和創新智慧，並開創性地將主題
商業與生態旅遊、休閒娛樂、文化
創意融為一體，成為華僑城集團在
主題商業領域的成功實踐。

在歡樂海岸購物中心全球招商
盛典啟幕後，歡樂海岸隨即舉行了
2012 年購物中心重點品牌商家簽
約儀式，在該儀式上，歡樂海岸共
與 BMG 高端精品超市、米其林三
星餐廳、韓國知名咖啡品牌豪利斯
等知名品牌商家簽訂購物中心進駐
協定，林丹也出席了簽約儀式。

馮蓓蓓、袁藝萌

▲歡樂海岸與韓國知名咖啡品牌簽約
，林丹出席簽約儀式

深圳歡樂海岸全球招商

香港廣東音樂團在京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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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全資子公司簽訂重大房產銷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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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和完整承擔個別或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合同類型：房產銷售合同
●合同生效條件：自雙方簽署之日起生效
●對上市公司的影響：該協議的履行，將有利於提升公司經營業績，增加全資子公司主營
業務收入、利潤和經營性現金流入。
一、情況概述

2012年12月11日，本公司全資子公司上海開創企業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開
創公司」）與上海風語築展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風語築」）及其關聯自然人李暉、
辛浩鷹簽訂《房地產銷售合同》，將坐落於上海市江場三路191、193號銳智雙子星2號樓
1至6層銷售給風語築及其關聯自然人李暉、辛浩鷹。其中，將1至2層銷售給風語築，建
築總面積為1,773.28平方米，銷售總價為3,440萬元；將3至6層銷售給李暉、辛浩鷹，建
築總面積為3,744.17平方米，銷售總價為7,264萬元。
二、協議標的和對方當事人情況
1、協議標的情況

上海市江場三路191、193號銳智雙子星2號樓1至6層，建築總面積為5,517.45平方
米，房地產權證號為：滬房地閘字2011第002906號。
2、協議對方當事人情況

上海風語築展覽有限公司於2003年8月成立，註冊資金2,000萬元。註冊地址：上海
市江場西路395號底樓101-2室，公司的主要業務為規劃展覽館的裝飾布展工程的策劃、
設計及施工，發展成就展覽館的裝飾布展工程的策劃、設計及施工，企業展示中心的裝飾
布展工程的策劃、設計及施工，大型展會的裝飾布展工程的策劃、設計及施工，展覽館
CI設計、出版物、宣傳冊平面設計及專業媒體。

上海風語築展覽有限公司是城市規劃展覽館的行業龍頭，也是目前國內少有的專注城
市規劃類的展覽館裝飾及展示設計施工一體化工程的專業公司。目前風語築是行業內擁有
最多中國規劃館成功業績的公司。

自然人辛浩鷹為風語築法定代表人。
三、協議主要條款
（一）開創公司與風語築《房產銷售合同》約定
1、交易價格：人民幣3,440萬元
2、生效條件：協議自雙方簽署之日起生效。
（二）開創公司與自然人李暉、辛浩鷹《房產銷售合同》約定
1、交易價格：人民幣7,264萬元
2、生效條件：協議自雙方簽署之日起生效。
四、協議履行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該合同的履行，將有利於提升上市公司經營業績，增加全資子公司主營業務收入、利
潤和經營性現金流入。
五、協議履行的風險分析

本協議實際履行過程中，合同對方當事人如發生違約行為，本公司可按照《房產銷售
合同》追究對方違約責任。
六、備查文件目錄
1、開創公司與風語築簽訂的《上海市房地產買賣合同》
2、開創公司與李暉、辛浩鷹簽訂的《上海市房地產買賣合同》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申請酒牌啟事
泰潮

現特通告：林胡淑娟其地址為新界
將軍澳尚德邨尚禮樓 5 樓 506 室，
現向酒牌局申領位於九龍尖沙咀山
林道 4-4A 地下 2-3 號舖泰潮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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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

申請酒牌啟事
Kittens

現特通告：Anand, Vishal Singh 其地
址為九龍紅磡愛景街 8 號海濱南岸 1
座 21 樓 E 室，現向酒牌局申領位於
香港蘭桂坊 15 及 16 號及德己立街
58、60 及 62 號協興大廈 1 樓 C 室
Kittens 的酒牌，*附加批註事項為酒
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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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

FCMC 11677/2012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家事法庭婚姻訴訟2012年第11677號
鍾淦堂 呈請人
王燕 答辯人

通 告
茲有離婚申請書經呈遞法院，提出與

答辯人辦理離婚。答辯人地址不詳，現可
向香港灣仔港灣道12號灣仔政府大樓M2
樓家事法庭登記處索取該離婚申請書副本
乙份。如於一個月內答辯人仍未與登記處
聯絡，則法院可在其缺席下聆訊本案。

司法常務官

尋林金樺先生
見字後請即致電廣州電話：

（020）81941107或香港電話：

（852）28357552與香港國際社

會服務社社工盤小姐聯絡，以

商討一名在香港出生的小孩的

撫養及福利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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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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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 Abbr.: ZJJT, ZJB Stock Code: 000039, 200039 Announcement No.: [CIMC]2012-073

China International Marine Containers (Group) Co., Ltd.
Announcement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n Explanation

of the Media Reports
China International Marine Containers (Group)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mpany") and all members of its Board of Directors hereby ensure that this
announcement is factual, accurate and complete without any false information, misleading
statement or material omission. An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is for reference only.
I. Media reports
On 12 Dec. 2012, Shanghai Securities News released a report with the title of "Three
Companies including CIMC are Exposed Having Land in Qianhai at the End of Qianhai
Space Planning"; and 21st Century Business Herald made a report with the title of
"CIMC Recognize to Have Land in Qianhai for the First Time"; the above reports
mentioned the contents as follows:
"Mr. Mai Boliang, the executive director and concurrent president of CIMC Group,
publicly stated recently in Hong Kong that CIMC had a land reserve of 500,000 ㎡ in
Qianhai, thus CIMC became the first A-share listing company to publicly recognize to
have land in Qianhai".
II. Explanation
The Company hereby makes the explanation on having land in Qianhai as follows:
1. Due to the land use right lease contract of the container manufacturing plant of
Shenzhen Southern CIMC Containers Manufacture Co., Ltd. (a wholly-owned subsidiary
of the Company) in Shekou,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would expire in 2011, the
subsidiary company began to plan and seek a new production base to move and substitute
for Shekou production base in about the year of 2005, and finally chose the location at
Logistics Park, Qianhai,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the land planning at that time).
2. As for the Company's wholly-owned subsidiary—Shenzhen Southern CIMC
Containers Manufacture Co., Ltd. has the land in Qianhai Cooperation Area of Shenzhen,
the detailed situation are as follows: an area of 524,200 ㎡, land purpose of industrial land,
the Contract on Transfer of Land Use Right was signed with Shenzhen Municipal Bureau
of Land Resources and Housing Authority on 31 Dec. 2006, the land transfer fee has
been fully paid, and the land ownership certificate has been gained in 2007.
3. It is uncertain that whether the land will be transferred to be commercial land in the
future or not, which shall be finally decided by the government's Qianhai planning.
4. The Company hasn't authorized any person to accept any interview of the journalist
from Shanghai Securities News or 21st Century Business Herald.
III. Othe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uidelines on Fair Information Disclosure for Listing Companies
of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under self-examination, the Company believes that it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bligors haven't individually disclose, leak or reveal any
private important information to any specific person, who also have no behaviors in
violation of fair disclosure.
Investors are kindly reminded to make reasonable investment and pay attention to possible
investment risks.

Board of Directors
China International Marine Containers (Group) Co., Ltd.

13 Decemb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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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儀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八屆十五次董事會會議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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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儀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董事會八屆十五
次會議書面通知於2012年11月30日發出，會議於2012年12月12日
上午以通訊表決方式召開。會議應出席董事9人，實際出席董事9人
，會議由董事長黃峰先生主持。本次會議符合《公司法》、《上海證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和《公司章程》等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
所做決議合法有效。

會議審議並通過了《上海儀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手冊》
。

表決結果：9票贊成，0票反對，0票棄權。

上海儀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