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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會社酒牌續期啟事
Hotel ICON Limited

現特通告：蔡重光其地址為新界
元朗元龍街YOHO MIDTOWN
1座23樓E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
於九龍尖沙咀東部科學館道17號
唯港薈2樓（A部份）Hotel ICON
Limited的會社酒牌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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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4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CLUB LIQUOR LICENCE

Hotel ICON Limited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oi Chung
Kwong, Edmond of 23/F., Flat E, M1,
Yoho Midtown, 9 Yuen Long Street, Yuen
Long, N.T.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Club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Hotel ICON
Limited at 2/F（Portion A）, Hotel ICON,
17 Science Museum Road, Tsim Sha Tsui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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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013

申請會社酒牌續期啟事
Hotel ICON Limited

現特通告：胡堉嘉其地址為香港
北角百福道寶馬台13樓L座，現
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尖沙咀東
部科學館道17號唯港薈地下B1樓
（部份）Hotel ICON Limited的
會社酒牌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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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4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CLUB LIQUOR LICENCE

Hotel ICON Limited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Wu Yuk Kar,
Janet of Flat L, 13/F., Braemar Terrace, 1 Pak
Fuk Road, North Point, H.K.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Club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Hotel
ICON Limited at B1/F （Portion）, Hotel
ICON, 17 Science Museum Road, Tsim Sha
Tsui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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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013

申請酒牌啟事
Salaam Namaste

現特通告：Mr. Basnet Khem Bahadur
其地址為九龍油麻地廟街162號4樓C
室，現向酒牌局申領位於九龍油麻地
廣東道847-865號永發大廈地下6號舖
Salaam Namas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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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交九龍深水基隆街333號北
河街市政大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3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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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簡稱：閩燦坤B 證券代碼：200512 公告編號：2013-003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異常波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
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一、股票交易異常情況：

本公司股票 「閩燦坤B」（證券代碼：200512），已連續兩個交易日（
2013年1月10日和2013年1月11日）收盤價格漲幅偏離值累計達到20%以上，
屬於股票交易異常波動。
二、關注、核實情況說明：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補充之處；
2、除2013年1月8日同時披露在《證券時報》、香港《大公報》和巨潮

資訊網的《股票交易異常波動》所披露事項外，公司未發現其他近期公共
傳媒報道了可能或已經對本公司股票交易價格產生較大影響的未公開重大
信息；

3、近期，公司生產經營情況正常，內外部經營環境未發生重大變化；
4、經查詢，公司、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不存在關於本公司的應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項，或處於籌劃階段的重大事項。
5、本公司三大控股股東之一的僑民投資有限公司擬有條件增持公司股

份，具體內容詳見公司於2012年12月31日披露的《關於控股股東擬增持本
公司股份的公告》，在本公司股票交易異常波動期間，由於未達增持條件
，僑民投資有限公司未進行增持，公司其他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未買賣
本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應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聲明：

本公司董事會確認，除2013年1月8日同時披露在《證券時報》、香港
《大公報》和巨潮資訊網的《股票交易異常波動》所披露事項外，本公司
目前沒有任何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有關規定應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項或與該事項有關的籌劃、商談、意向、協議等；董事會
也未獲悉本公司有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有關規定應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對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種交易價格產生較大影響的
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補充之處。
四、風險提示：

1、除以上說明外，公司、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承諾至少三個月內不
存在籌劃其他重大資產重組、收購、發行股份等事項。

2、經自查，公司不存在違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公司於2012年12月27日披露了《2012年年度業績預告》，具體財務

數據將在公司2012年年度報告中予以披露。
4、公司鄭重提醒廣大投資者： 「《證券時報》、香港《大公報》和巨

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為公司選定的信息披露媒體，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體刊登的信息為準，請廣大投資者理性投資，注意風
險。」

特此公告。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3年1月14日

證券簡稱：ST雷伊B 公告編號：2013-002
證券代碼：200168

廣東雷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實際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動人計劃

增持股份暨公司股票復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

、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
遺漏。

風險提示：根據深圳交易所2012年7月份發布
的《深交所股票上市規則》規定，僅發行B股股票
的上市公司，通過深交所交易系統連續二十個交易
日（不含公司股票全天停牌的交易日）的每日股票
收盤價均低於股票面值，將直接被終止上市。廣東
雷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
無法判斷公司股票價格未來走勢，如果公司出現前
述股價低於面值的情形且連續二十個交易日沒有消
除，公司股票將存在被終止上市的風險。公司董事
會提請投資者注意風險。

公司於2012年7月31日刊登了《廣東雷伊（集
團）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項停牌公告》，擬籌劃重
大事項，因相關事項尚存在不確定性，為維護廣大
投資者利益，避免引起股票價格異常波動，經本公
司申請，公司股票自2012年7月31日開始起停牌。

2013年1月10日公司收到實際控制人陳鴻成先
生的通知，基於對公司發展前景的信心，實際控制
人陳鴻成先生及其一致行動人計劃在未來首次增持
日起12個月內通過控制的賬戶，對公司股票進行增
持，增持比例不超過公司總股份的2%。陳鴻成先生
及其一致行動人本次增持計劃符合《證券法》等法
律、法規、部門規章及深圳證券交易所業務規定等
的有關規定。

公司股票將於2013年1月14日開市起復牌。
根據深圳交易所2012年7月份發布的《深交所

股票上市規則》規定，僅發行B股股票的上市公司
，通過深交所交易系統連續二十個交易日（不含公
司股票全天停牌的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盤價均低
於股票面值，將直接被終止上市。公司無法判斷公
司股票價格未來走勢，如果公司出現前述股價低於

面值的情形且連續二十個交易日沒有消除，公司股
票將存在被終止上市的風險。

特此公告。

廣東雷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二○一三年一月十一日

證券簡稱：ST雷伊B 公告編號：2013-003
證券代碼：200168

廣東雷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業績預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
、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
遺漏。

一、本期業績預計情況
1、業績預告期間：2012年1月1日—2012年12

月31日；
2、預計的業績：盈利

二、業績預告預審計情況
本業績預告未經過註冊會計師預審計。
三、業績變動原因說明
公司開發的房地產項目銷售結轉，房地產業務

實現盈利；報告期內公司與普寧市農村信用合作聯
社流沙西信用社進行了債務重組。

四、其他相關說明
具體數據將在2012年度報告中進行詳細披露，

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廣東雷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二○一三年一月十一日

項 目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
的淨利潤

基本每股收益

本報告期

盈利：約3000萬元

盈利：約0.09元

上年同期

盈利：2,140萬元

盈利：0.07元

【本報訊】記者張綺婷報道：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譚耀宗在屯門的辦事處昨
日開幕。在開幕禮上，譚耀宗表示希望
能為屯門區居民建設更好的生活。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身兼立法
會議員及屯門區議會主席的劉皇發出席
了開幕禮。曾德成在致辭時表示，那是
譚耀宗在屯門的第三個辦事處，證明他
關心當區的發展，其工作方向與政府一
致，力推動當區與其他區的聯繫。曾

德成續說，現屆政府重視地區行政，亦
依賴地區人士協助解決地方事，他期望
民建聯及譚耀宗可進一步凝聚地區上的
愛國愛港力量，建設美好香港。

譚耀宗說，自己特別關心屯門對外
的交通配套問題，也常說 「屯門好適合
居住，但搵食艱難」，所以要做好交通
配套，才能帶動該區經濟，增加就業機
會。他希望政府可以重開屯門碼頭，方
便居民來往各地。

譚耀宗籲重開屯門碼頭
【本報訊】記者張媞報道：民建聯

中西區區議員張國鈞辦事處昨日開幕，
他表示，會秉承民建聯 「真誠為香港」
，通過區議員辦事處，收集民意。

張國鈞說中西區是 「很有情」的社
區，感謝支持他的街坊。他續稱，區內
的 「新華街」是很多街坊幾代人的集體
回憶，與西環街坊一起成功爭取 「新中
華」重新開業，是其2012年重要政績。

出席開幕禮的政治及內地事務局局

長譚志源致辭時指出，張國鈞接受民選
的洗禮並成功當選區議員，顯示出其地
區工作得到市民認可。中聯辦港島工作
部副部長劉林表示，親眼見到張當選後
盡責為市民工作，感慨年輕人以專業精
神投身基層工作的可貴。

出席開幕禮的還包括民建聯中西區
支部主席陳耀強、中西區區議會主席葉
永成、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周可喬及中
西區發展動力創會主席陳特楚等。

張國鈞：中西區很有情
【本報訊】記者林丹媛報道：港人工作以

「搏殺」見稱，長期積累壓力導致精神健康轉
差，隨時 「爆煲」踏上不歸路，香港大學社會
工作及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表示，港人工時長
與工作壓力大，是以身體健康換取工資，情況
令人擔心，日本曾出現 「過勞自殺」個案，他
認為社會應重視精神健康，平衡生活。

身兼港大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
監的葉兆輝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過去十
年，政府與社區機構增加對精神健康投放的資
源，但中心研究顯示，自殺人士中，只有25%
人士想過尋求協助，75%人明知有這求助服務
卻無尋求協助。他希望社會剔除對精神健康標
籤，讓有自殺傾向人士知道，尋找幫助不是弱
者行為，特別是男士，因面子問題不會求助。

葉兆輝稱，港人精神健康質素普遍偏差，
工時長與工作壓力大，以身體健康換取工資，
情況令人擔心。僱主只懂向員工施壓，但從經
濟效益角度，員工工作表現與精神健康關係成
正比，工作開心可增加生產力。日本曾發生 「
過勞自殺」個案，員工因長期工作疲累而尋死
，日本法院最終判死者任職公司需向死者家人
賠償。

他說平衡生活十分重要，希望整個社會結
構都能改善。港人為口奔馳，家庭發展不健康
，為供樓與子女教育費等開支而長時間工作，
賠上很大代價，例如失去與家人相處時間。

對於即將公布的施政報告，他期望政府對
年輕人增加支援，不但減少年輕人怨氣，更可
改善本港人口素質，因為年輕人在五年後若仍
停留在社會下層，會減低社會流動性，加強對
青少年的投資，可使整個社會更融洽。

【本報訊】美國紐約州爆發大規模流感，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關注，指本港目
前情況穩定，但由於一至三月是本港的流感高
峰期，預計流感數字將會增加，提醒小童、長
者及長期病患者注射疫苗。

高永文昨日出席一個公開活動時表示，留
意到美國爆發流感疫情，正監察本港流感情況

，目前情況穩定，但一至三月是本港的流感高
峰期，預計流感數字將會增加，呼籲市民留意
個人健康及衛生。他指，今年接種流感疫苗人
數上升約10%，但對數字仍未滿意，提醒小童
、長者及長期病患者注射疫苗。流感疫苗至今
暫沒有出現嚴重副作用，而且該疫苗與世界上
流行的流感品種較為合，保護性應較高。

「零雙非」措施今年正式實施，高永文表
示，政策生效只有數日，未見有異常情況，入
境處人員在邊境亦嚴密監察有關問題。對於有
報道指，內地孕婦申請移民菲律賓後，持海外
護照到公立醫院預約分娩床位，他說，以非法
的方法來港人士，譬如利用假結婚、或利用其
他地方的護照來港，入境處均有方法識別。即
使本港有男士配合進行假結婚，經證實後亦要
面對法律責任，強調政府會採取各種方法打擊
雙非問題。

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梁賢昨日出席伊利
沙伯醫院50周年慶祝活動後重申， 「零雙非」
政策實施後，公立醫院及私家醫院一律停收所
有非本地孕婦，以本地孕婦為優先。但他謂，
雖然暫時未有大影響，但承認有關問題不易處
理，當局會繼續與政府有關部門密切商討對
策。

紐約州爆流感
高永文籲打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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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獲保證當家作主
大學生A：謝謝部長的講解。請問部長對未來中

央在維護內地憲法權威方面有什麼看法？
郝鐵川：對如何維護憲法的權威，我可以向您介

紹一下習近平總書記去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紀念現
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他說，中國憲
法是符合國情、符合實際、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好憲
法。他在充分肯定多年來中國在實施憲法方面所取得
的成績的同時，也指出了憲法實施中存在的不足，主
要是：保證憲法實施的監督機制和具體制度還不健全
，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現象在一些地方和
部門依然存在；關係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執法司法問
題還比較突出；一些公職人員濫用職權、失職瀆職、
執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嚴重損害國家法制權威；公民
包括一些領導幹部的憲法意識還有待進一步提高。習
近平表示，對這些問題，中央將高度重視，切實加以
解決。

今後怎樣加強憲法實施呢？習近平談了四點看法
。第一，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這三者的
有機統一，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
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
主，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按照憲法確立的民主集
中制原則、國家政權體制和活動準則，實行人民代表
大會統一行使國家權力，實行決策權、執行權、監督
權既有合理分工又有相互協調。

第二，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

義法治國家。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要加強重點領域立
法，通過完備的法律推動憲法實施；同時要擔負起憲
法和法律監督職責，加強對憲法和法律實施情況的監
督檢查，健全監督機制和程序，堅決糾正違憲違法行
為。

第三，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切實保障公民享有權
利和履行義務。要依法公正對待人民群眾的訴求，努
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
義，決不能讓不公正的審判傷害人民群眾感情、損害
人民群眾權益。要在全社會牢固樹立憲法和法律的權
威，使人民群眾認識到憲法不僅是全體公民必須遵循
的行為規範，而且是保障公民權利的法律武器。要把
憲法教育作為黨員幹部教育的重要內容，使各級領導
幹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樹立忠於憲法、遵守憲法、
維護憲法的自覺意識。

第四，更加注重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
領導幹部要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
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努力推動形成
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的良好法治環境。我們要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
系，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失職要問責，違法要
追究，保證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利益。

我覺得，要真正弄懂習近平的這段話，首先要有
寬廣的胸懷，樹立文明多元化、條條大道通羅馬、各
處鄉村各處例的理念，承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
人類多元政治文明中的一元，西方政治制度也只是多
元政治文明中的一元或數元，不同的政治文明要互相
借鑒、和而不同，而不是黨同伐異；其次要清楚看到
中國憲政雖然沒有照搬西方某一個國家的模式，但也
吸納了對國家權力要實行以權力制約權力、以權利規
範權力等當今憲政的基本原理。總之，高度重視人類
憲政的基本原理，積極借鑒西方的憲政經驗，努力完
善中國特色的憲政制度，這是多年來中央政府的一貫
立場。

官員有共識善待媒體
大學生B：新領導班子上任後，內地媒體對於反

貪腐新聞的報道會否有所放鬆？
郝鐵川：多年來中央政府從來都鼓勵、尊重、保

護媒體參與反腐敗實踐。這次十八大報告再次強調指
出要 「加強黨內監督、民主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
督，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善待
媒體已成為許多內地官員的共識。

公正對待群眾訴求
大學生C：維穩是否就代表要壓倒一切的反對聲

音，難道不應該讓民眾能自由地把不滿的聲音宣泄出
來？在實現民主之前，是否應享有言論自由？

郝鐵川：中央政府從來沒有主張過為了維穩，就
要壓制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十八大報告特別強調要
「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

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要 「暢通和
規範群眾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渠道。」現
在都進入 「自媒體」時代了，言論自由表達的技術設
施日新月異，聰明人都知道 「疏導」勝於 「堵塞」。
當然任何言論自由的表達都要遵守法律，法律是自由
的邊界。現代法治既反對專制主義，也反對無政府主
義。

維穩和保障人權不是對立關係，而是相互促進的
關係。社會穩定是法制民主人權實現的前提，若是亂
世則不會有民主法治人權的正常運行。一般來說，保
持社會穩定是絕大多數公民實現人權的需要。中央政
府從未主張維穩可以不在乎某個具體公民的權利訴求
和權利救濟。在此我再引述一下習近平的話： 「要依
法公正對待人民群眾的訴求，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
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決不能讓不公正

的審判傷害人民群眾感情、損害人民群眾權益。」
言論自由和維護社會穩定責任在世界各國都是並

行不悖的。記得美國有一個判例，規定大家在電影院
裡看電影時，如果你故意高叫 「火了」，引發場內
混亂，是要負刑事責任的。

保護生態須依靠制度
老師D：中國有很多美麗的地方都是很偏僻和貧

窮的，這就引申了一個問題，當一個地方生態環境保
留得很完善時，那裡的經濟發展就會受到一定影響，
因為發展一個地方的經濟，必定會對當地生態帶來的
破壞，兩者之間怎麼能取得平衡呢？

郝鐵川：世界各國大都是通過 「抽肥補瘦」的財
政轉移支付制度和公平的市場交易手段兩種辦法來解
決的。十八大報告提出 「保護生態環境必須依靠制度
」，因此要 「建立反映市場供求和資源稀缺程度、體
現生態價值和代際補償的資源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
度。」政府可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和專項補貼確保生態
保護地區的公民能夠享受到其他地方可以享受的公共
服務，過上體面的生活。生態保護地區通過公平的市
場交易規則取得轉讓資源的合理報酬。

謝謝大家的提問！有機會再交流！

監督權力 問責失職 追究違法
【本報訊】本報獲悉，近日中聯辦

宣文部郝鐵川部長與部分通識科老師和
大學生座談了十八大，並即席回答了大
家的一些提問。下面是部分對話內容。

─郝鐵川與通識科老師和大學生座談十八大

▲

曾德成（
右二）和劉
皇發（左二
）出席了開
幕禮。譚耀
宗（左三）
希望政府重
開屯門碼頭
本報記者
黃洋港攝

▲郝鐵川強調努力完善中國特色的憲政制度，是
多年來中央政府的一貫立場 資料圖片

▲

張國鈞（
右六）感謝
中西區街坊
支持，令 「
新中華」 得
以在去年重
新開業

本報記者
張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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