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 士 高 級 鐘 表 製 造 商 Ulysse
Nardin 雅典錶是發明鐘表及創新的領
導者，捷克共和國卡羅維瓦利專賣店
日前正式開幕。新店佔地 100 平方米
，裝修風格沿用雅典錶一貫航海靈感
，結合精緻的素材，展示品牌超過100
枚最出色的腕表，當中包括三款專賣
店系列限量腕表。

開幕當日，雅典錶行政總裁派翠
克．霍年曼（Patrik Hoffmann）、聯同專賣店店主菲克
雷特．奧斯馬諾維奇（Fikret Osmanovic）和捷克共和國
Prima電視節目主持人Gabriela Partyšov女士在來賓陪同
下，為雅典錶專賣店舉行剪綵儀式。

專賣店系列包括：《Blue Toro 限量版萬年曆》、
《Freak奇想鉑金陀飛輪腕錶》，以及藍色《經理人雙時
區腕錶》。《Blue Toro限量版萬年曆》（見圖）榮獲瑞
士官方天文台認證，配備自動上鍊機芯，能自動識別閏
年，無需重新設置。

《Freak奇想鉑金陀飛輪腕錶》擴大了矽的應用範圍
，將其陀飛輪帶到另一境界，向《Freak奇想陀飛輪》的
獨創精神致敬。腕表展現無與倫比的技術、材質和設計
，全球僅限量發行10枚。藍色《經理人雙時區腕錶》包
含一個專利雙地區系統及時針快調按鈕，當時針迅速調
校至另一時區，顯示24小時制式的 「原居地時間」則不
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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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淘淘谷技術有限公司日
前在深圳君悅酒店舉行慶祝酒會，
慶祝公司11月在澳洲證券交易所成
功上市。該公司的贏利模式獲得市
場認可，上市後公司市值高達 6 億
澳元。

據介紹，淘淘谷公司的核心業
務為O2O優惠券服務 「U聯生活」
，該產品把商家的優惠、折扣信息
接入銀行卡，消費者在刷銀聯卡消
費時即可自動享受折扣。這樣的消

費模式，省卻了消費者為享有折扣
去團購網預定消費的麻煩，消費者
只要拿出常用的銀聯卡綁定 「U 聯
生活」，然後把感興趣的優惠商家
添加進去，就可隨時去消費。

U 聯生活的開放平台還將支持
更豐富的O2O商業模式。公司計劃
3年內將業務拓展到中國150個城市
，其他中國旅遊目的地，以及一些
國際大都市。

邱 哲

「虎門杯」第 24 屆
廣東省攝影展覽暨虎門鎮
榮獲 「廣東攝影之鄉」授
牌儀式日前在東莞虎門舉
行， 「大美虎門」2012攝
影藝術展覽也同期開展。
虎門鎮委書記尹景輝表示
，獲評 「廣東攝影之鄉」
，為虎門文化事業的發展
注入了新的動力。近期正
加緊建設虎門影像藝術中
心，預計明年上半年投入
使用。

本屆攝影展由廣東省
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廣東
省攝影家協會、虎門鎮政府聯合舉辦
。與兩年前的23屆相比，今屆作品涉
及題材更廣泛，尤其難得的是出現許
多富有創意的攝影作品。最終評定
367 幅（組）入選作品，含 77 個獲得
金、銀、銅獎項的作品，基本代表廣
東現階段的攝影水平。

為表彰和肯定虎門鎮對廣東攝影
事業所做出的成績和貢獻，經過嚴格

的審核評議，廣東省攝影家協會授予
虎門鎮為 「廣東攝影之鄉」。尹景輝
稱，虎門將以本次辦展和榮獲 「廣東
攝影之鄉」為新的起點，樹立高度的
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大力發展群眾
文化事業，扶持發展文化產業，力
推文化精品，加快虎門文化名城建
設。

陳小娟

東莞虎門鎮晉身 「廣東攝影之鄉」

▲虎門鎮鎮長葉孔新（左）領取 「廣東攝影之鄉」
牌匾

一年一度佳節將至，以海
馬貝殼為標記的全球至愛比利
時朱古力 「吉利蓮」，特別推
出全新禮盒裝，令裝潢更添華
麗得體。而吉利蓮更首度推出
輕巧便利條裝，新包裝更方便
攜帶，以頂級幼滑的優質朱古
力，配合獨特的 「海馬貝殼」
標誌，令大家任何時刻均可享
受至愛口感。

由即日起至 2013 年 2 月
28 日，顧客購買任何吉利蓮
朱古力產品滿 HK$88（以單

一發票計），將發票正本連同
姓名、身份證號碼頭4個字及
聯絡電話，寄回 「西貢康定路
一號四洲集團大廈」，信封面
註明《吉利蓮至愛鑽飾歐遊大
獎賞》，即可參加大抽獎。頭
獎可獨得珠寶首飾禮券（價值
HK$100,000），二獎可獲比
利時雙人旅遊套票（總值 HK
$32,000），還有其他豐富獎
品不容錯過。

吉利蓮官方網頁：http://
www.guylian.be/en/home/

吉利蓮全新瑰麗禮盒共賀佳節

▲眾嘉賓主持剪綵儀式

「製造名城．常樂之州
─常州名品華南行」活動日
前在深圳會展中心舉行，為期
兩天，本次活動的主題為 「宣
傳常州、推介常州、發展常州
」，360 家來自常州的企業，
攜產品參加此次活動。包括深
圳地鐵、寶鋼湛江、美的集團
、中興通訊等多家華南地區知
名企業在內的 90 家深圳及華
南地區的企業，同時受邀參加
本次活動。

本次活動對常州市的工業

、農業以及旅遊產品三個方面
的內容進行展示。工業品展區
設6個產業展區。

展會期間，通過舉辦常州
名優產品展示、工商合作簽約
、重要客戶會見等多種形式的
活動，提高了常州產品的知名
度和影響力，幫助企業開拓華
南市場。此外，展會期間還舉
行了工商合作簽約儀式，18家
常州企業與深圳市及華南地區
企業進行合作簽約儀式，簽約
金額約60億元。 邱 哲

12 月聖誕節消費黃金檔期，恒
基兆業旗下兩大商場將軍澳 MCP新
都城中心及馬鞍山新港城中心共斥
資超過 1200 萬舉辦多項聖誕推廣活
動及搭建聖誕裝飾，將軍澳 MCP新
都城中心特別以嶄新科技融入聖誕
裝飾及舞台活動，特別打造成 「聖
誕奇幻水世界」，裝飾的巨型水幕
透過嶄新的高科技幻彩投影技術，
綻放全港首棵水幕幻彩動畫聖誕樹
，充滿新鮮感，不少顧客均紛紛到
場拍照留念，現場氣氛十分熱鬧。
場內設有首個 「聖誕水幕投影劇場
」，於水幕中播放聖誕動畫及全亞
洲首隊中學生南極考察隊伍的珍貴
片段，家長與子女一同於水幕劇場
觀看，對環境保育有更深入了解，
宣揚保育的意識及重要性。馬鞍山
新港城中心以人氣卡通 Miffy 打造
「聖誕甜蜜夢森林」，邀請著名甜

品藝術大師古嘉俊師傅製作超過 18
呎高巨型朱古力聖誕樹、10 呎高糖
果聖誕 Miffy 及多件 Miffy 朱古力藝
術展品，充滿甜蜜溫馨氣氛，深受

顧客歡迎，大批 Miffy Fans 均專程
到場參觀拍照共度甜蜜聖誕。

新港城中心聖誕甜蜜夢森林
除了聖誕裝飾及豐富節目，兩

大商場更推出多項消費獎賞推廣活
動，包括每星期送出不同電影戲票
，MCP 新都城中心更推出聖誕尊貴
紅酒套裝禮品，內有法國著名波爾
多得獎紅酒一瓶及四件品嘗紅酒專
屬 配 件 。 新 港 城 中 心 推 出 名 貴
Godiva 朱古力聖誕禮品及 Miffy 聖誕
精品，深受顧客歡迎，短時間內迅
速換罄。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集團租
務部總經理薛伯榮表示，在連串精
彩推廣節目下，今年恒基兆業旗下
商場聖誕節推廣成績十分理想，各
具特色聖誕節裝飾及商戶推廣活動
均深受顧客歡迎，商場人流及商戶
生意均有滿意增長，將軍澳 MCP新
都城中心及馬鞍山新港城中心兩大
商場 12 月份人流預計超過 15%增幅
，估計超過 1200 萬人次，生意額則

預計有15%增長。

新都城中心除夕倒數狂歡夜
除夕當晚，兩大商場將會舉辦

大型倒數節目，將軍澳 MCP新都城
中心將舉辦《華麗明星除夕倒數狂
歡夜》，特別邀香港樂壇人氣組合
草蜢擔任嘉賓，並與拉丁舞世界冠
軍 「雙妹嘜」獻上勁歌熱舞、精彩
表演。這對 「舞壇雙妹嘜」贏得法
國 「2010 年世界標準舞及拉丁舞錦

標大賽」女子組冠軍，成為首對世
界冠軍的香港人。

馬鞍山新港城中心亦有由國際
級氣球藝術師Mighty Chan擔任表演
嘉賓獻上 「Balloon Man 魔幻球」表
演，更將整個人進入巨型氣球之內
，表現連串精彩魔術，一眾人氣藝
人陳豪、苟芸慧、黃智雯與觀眾大
玩遊戲。新晉四人女子組合 As One
更到場一展舞技，將現場氣氛推向
高潮。

恒基兩大商場逾千萬打造特色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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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城中心 ▲新都城中心

淘淘谷推出 「U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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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全體仝人致意暨全體仝人致意

永遠名譽會長：倪少傑 朱祖涵 梁欽榮 陳永棋 楊孫西 洪克協 尹德勝 黃友嘉
會 長：施榮懷
立法會代表：林大輝
第一副會長：陳淑玲
第二副會長：李秀恒
副 會 長：顏吳餘英 吳永嘉 徐炳光 楊志雄 徐晉暉 吳清煥 吳宏斌
名 譽 會 長：周忠繼 黃保欣 葉慶忠 包陪慶 周亦卿 林輝實 盧文端 丁午壽 黃宜弘 蔡衍濤 周潤賞 羅志雄 周克強 蔡德河 呂明華 蔡宏豪 羅富昌

倪錦輝 冼漢鑌 曾金城 馮元侃 李漢忠
常 務 會 董：黃家和 方 平 李慧芬 張胡詠琚 史立德 劉文煒 司徒健 鄧 燾 唐宏洲 何煜榮 陳國民 劉健華 李宗德 黎其方 余立明 沈運龍 鄭正訓

李嘉惠 葉志光 黃 震 李嘉音 尹德輝 戴澤良
會 董：林大輝 李惠中 羅永邦 蔣麗婉 黃詩岸 楊華勇 洪明基 周維正 莊家彬 劉相尚 盧金榮 蔡龍威 雷振範 吳榮治 查毅超 周達智 梅應春

林 潞 麥 雄 岑永生 王樂得 張壽文 譚炳立 陳偉文 余德明 梁兆賢 陳家偉 梁啟洲 鄭文彪 梁偉浩 陳耀雄 張海鵬 馬介欽 馬偉武
趙振邦 吳長勝 郭振華 孫榮良 周紹榮 葉傑全 蔡少森 周偉偉 馮 彥 譚天放 鍾國斌 吳國安 劉漢華 丘偉基 盧毓琳 白富鴻 彭顯璋
駱志鴻 蔡志婷 關溢康 陳鴻基 初維民 李世傑 羅永順 吳為棉 陳長有 鄧錦添 林介明 李沛權 王曼源 羅台秦 張呈峰 杜振源

名 譽 會 董：何柱國 蘇章盛 徐秀夫 陳小玲 蔣麗芸 霍震霆 林健鋒 劉漢欽 李明生 馮 就 黃允炤 郭應道 魯廣雄 孫啟烈 曹金霖 林慕南 黃慶苗
李雨川 林松錫 馮國言 林樹哲

（排名不分先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