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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真實、準確和完整，沒
有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於2013年3月
5日（星期二）下午2:00在公司（深圳市福田區泰然大道勁松大廈5D
）會議室召開第七屆董事會第二十二次會議。會議通知於2013年3月
1日以傳真或電話方式發出。會議應到董事7名，實到董事7名，會議
由董事長王建宇先生主持，公司董事高亞軍先生、郝濱先生、楊斌
先生、張鑫淼女士、邵良志先生、潘成東先生參加了會議，本次會
議的通知和召開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本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以下議案：
一、關於重大資產重組交割事宜的議案
鑒於公司與富奧汽車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富奧股

份」）的重大資產重組事宜（以下簡稱 「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已
取得中國證監會的核准，《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富奧汽車
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之吸收合併協議》及補充協議的先決條件已滿
足並生效，且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交割條件已經具備，公司擬與富
奧股份進行交割，並簽署《交割確認書》。雙方同意自《交割確認
書》所載交割日起，富奧股份的全部資產、負債、人員和業務由本
公司承接，本公司對移交資產承擔全部經營風險和損益，自交割日
後發生的損益由合併完成後的盛潤股份享有或承擔。

表決情況：7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表決結果：通過。
二、關於修訂《公司章程》的議案
為進一步完善公司內部治理制度，董事會對《公司章程》進行

了進一步修訂，修正案見附件1，修訂後的《公司章程》全文見附件
2。

本議案尚需提交股東大會並以特別決議審議通過後方可生效。
表決情況：7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表決結果：通過。
三、關於修訂《股東大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為進一步完善公司內部治理制度，董事會對《股東大會議事規

則》進行了修訂，修訂後的《股東大會議事規則》全文見附件3。
本議案尚需提交股東大會並以特別決議審議通過後方可生效。
表決情況：7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表決結果：通過。
四、關於修訂《董事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為進一步完善公司內部治理制度，董事會對《董事會議事規則

》進行了修訂，修訂後的《董事會議事規則》全文見附件4。
本議案尚需提交股東大會並以特別決議審議通過後方可生效。
表決情況：7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表決結果：通過。
五、關於董事會提前換屆的議案
鑒於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已獲得中國證監會核准，公司的控股股

東及業務將發生重大變化，公司董事會擬提前換屆。根據《公司章
程》的有關規定，在公司股東大會選舉產生新一屆董事會董事之前
，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將繼續履行董事職責。

本議案尚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表決情況：7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表決結果：通過。
六、關於提名滕鐵騎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的議案
公司董事會提名滕鐵騎先生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

滕鐵騎先生簡歷見附件5。
本議案尚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表決情況：7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表決結果：通過。
七、關於提名張志新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的議案
公司董事會提名張志新先生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

張志新先生簡歷見附件5。
本議案尚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表決情況：7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表決結果：通過。
八、關於提名周曉峰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的議案
公司董事會提名周曉峰先生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

周曉峰先生簡歷見附件5。
本議案尚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表決情況：7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表決結果：通過。
九、關於提名付炳鋒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的議案
公司董事會提名付炳鋒先生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

付炳鋒先生簡歷見附件5。
本議案尚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表決情況：7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表決結果：通過。
十、關於提名閻立慶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的議案
公司董事會提名閻立慶先生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

閻立慶先生簡歷見附件5。
本議案尚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表決情況：7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表決結果：通過。
十一、關於提名葉凡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的議案
公司董事會提名葉凡先生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葉

凡先生簡歷見附件5。
本議案尚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表決情況：7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表決結果：通過。
十二、關於提名吳博達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獨立董事候選人的

議案
公司董事會提名吳博達先生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獨立董事候選

人，吳博達先生簡歷見附件5。
獨立董事候選人任職資格經深圳證券交易所備案無異議後提交

股東大會審議。本議案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後，董事會已根據《深圳
證券交易所獨立董事備案辦法》的要求將獨立董事候選人的詳細信
息進行公示，並將獨立董事的提名人及候選人聲明在巨潮資訊網進
行公告。

表決情況：7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表決結果：通過。
十三、關於提名朱文山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獨立董事候選人的

議案
公司董事會提名朱文山先生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獨立董事候選

人，朱文山先生簡歷見附件5。
獨立董事候選人任職資格經深圳證券交易所備案無異議後提交

股東大會審議。本議案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後，董事會已根據《深圳
證券交易所獨立董事備案辦法》的要求將獨立董事候選人的詳細信
息進行公示，並將獨立董事的提名人及候選人聲明在巨潮資訊網進
行公告。

表決情況：7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表決結果：通過。
十四、關於提名李曉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獨立董事候選人的議

案
公司董事會提名李曉先生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獨立董事候選人

，李曉先生簡歷見附件5。

獨立董事候選人任職資格經深圳證券交易所備案無異議後提交
股東大會審議。本議案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後，董事會已根據《深圳
證券交易所獨立董事備案辦法》的要求將獨立董事候選人的詳細信
息進行公示，並將獨立董事的提名人及候選人聲明在巨潮資訊網進
行公告。

表決情況：7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表決結果：通過。
十五、關於更換公司2013年度審計機構的議案
鑒於公司經營範圍及控股股東將發生重大變化，公司決定將

2013年財務審計機構更換為中瑞岳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
），聘期一年，審計費用為72萬元人民幣。

公司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在本次董事會前已審議並同意本議案提
交董事會。

本議案尚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表決情況：7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表決結果：通過。
十六、關於提請召開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次

臨時股東大會的議案
公司董事會提請於2013年3月25日在長春召開公司2013年第二次

臨時股東大會。
表決情況：7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表決結果：通過。
本公司2013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已通過公司更名的議案，公

司將在辦理完公司更名的工商變更登記手續後啟用 「富奧汽車零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稱，根據股東大會對董事會的授權，本次《
公司章程》、《股東大會議事規則》、《董事會議事規則》中採用
「富奧汽車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稱，並將在經公司2013年第

二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後生效。
特此公告。

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3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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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真實、準確和完整，沒
有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於2013年3月
5日（星期二）下午3:00在公司（深圳市福田區泰然大道勁松大廈5D
）會議室召開第七屆監事會第十六次會議。會議通知於2013年3月1
日以傳真或電話方式發出。會議應到監事3名，實到3名，會議由監
事會主席孔那女士主持，公司監事牛素艷女士、王敏女士參加了會
議，本次會議的通知和召開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關
規定。

本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以下議案：
一、關於重大資產重組交割事宜的議案
鑒於公司與富奧汽車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富奧股

份」）的重大資產重組事宜（以下簡稱 「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已
取得中國證監會的核准，《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富奧汽車
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之吸收合併協議》及補充協議的先決條件已滿
足並生效，且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交割條件已經具備，公司擬與富
奧股份進行交割，並簽署《交割確認書》。雙方同意自《交割確認
書》所載交割日起，富奧股份的全部資產、負債、人員和業務由本
公司承接，本公司對移交資產承擔全部經營風險和損益，自交割日
後發生的損益由合併完成後的盛潤股份享有或承擔。

表決情況：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表決結果：通過。
二、關於修訂《監事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為進一步完善公司內部治理制度，監事會對《監事會議事規則

》進行了修訂，修訂後的《監事會議事規則》全文見附件1。
本議案尚需提交股東大會並以特別決議審議通過後方可生效。
表決情況：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表決結果：通過。
三、關於監事會提前換屆的議案
鑒於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已獲得中國證監會核准，公司的控股股

東及業務將發生重大變化，公司監事會擬提前換屆。根據《公司章
程》的有關規定，在公司股東大會選舉產生新一屆監事會非職工代
表監事以及職工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新一屆監事會職工代表監事前，
公司第七屆監事會監事將繼續履行監事職責。

本議案尚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表決情況：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表決結果：通過。
四、關於提名楊延晨為公司第八屆監事會非職工代表監事候選

人的議案
公司監事會提名楊延晨先生為公司第八屆監事會非職工代表監

事候選人，楊延晨先生簡歷見附件2。
本議案尚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表決情況：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表決結果：通過。
五、關於提名楊奮勃為公司第八屆監事會非職工代表監事候選

人的議案
公司監事會提名楊奮勃先生為公司第八屆監事會非職工代表監

事候選人，楊奮勃先生簡歷見附件2。
本議案尚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表決情況：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表決結果：通過。
六、關於更換公司2013年度審計機構的議案
鑒於公司的經營範圍及控股股東將發生重大變化，公司決定將

2013年度財務審計機構更換為中瑞岳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
夥），聘期一年，審計費用為72萬元人民幣。

本議案尚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表決情況：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表決結果：通過。
本公司2013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已通過公司更名的議案，公

司將在辦理完公司更名的工商變更登記手續後啟用 「富奧汽車零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稱，本次《監事會議事規則》中採用 「富奧
汽車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稱，並將在經公司2013年第二次臨
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後生效。

特此公告。
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2013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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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2013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真實、準確和完整，沒
有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一、會議召開基本情況
1. 召開時間：2013年3月25日（星期一）上午9：30
2. 召開地點：長春市創業大街1337號

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公司行政事務中心
3. 召集人：公司董事會
4. 召開方式：現場投票表決
5. 出席對象：

（1）截至2013年3月20日下午三時收市時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記在冊的本公司全體股東均有權出席本次股
東大會，並可以書面委託代理人出席會議和參加表決，該股東代理
人可以不必是公司的股東；

（2）本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3）本公司聘請的律師等相關人員。
二、會議審議事項
1. 議案名稱：
（1）關於修訂《公司章程》的議案；
（2）關於修訂《股東大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3）關於修訂《董事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4）關於修訂《監事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5）關於董事會提前換屆的議案；
（6）關於監事會提前換屆的議案；
（7）關於選舉滕鐵騎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的議案；
（8）關於選舉張志新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的議案；
（9）關於選舉周曉峰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的議案；
（10）關於選舉付炳鋒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的議案；
（11）關於選舉閻立慶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的議案；
（12）關於選舉葉凡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的議案；
（13）關於選舉吳博達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獨立董事的議案，

其獨立董事候選人任職資格經深圳證券交易所備案無異議後提交股
東大會審議；

（14）關於選舉朱文山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獨立董事的議案，
其獨立董事候選人任職資格經深圳證券交易所備案無異議後提交股
東大會審議；

（15）關於選舉李曉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獨立董事的議案，其
獨立董事候選人任職資格經深圳證券交易所備案無異議後提交股東
大會審議；

（16）關於選舉楊延晨為公司第八屆監事會非職工代表監事的
議案；

（17）關於選舉楊奮勃為公司第八屆監事會非職工代表監事的
議案；

（18）關於更換公司2013年度審計機構的議案。
2. 披露情況：上述議案的相關內容，請見2013年3月6日在《證

券時報》和香港《大公報》、巨潮資訊網上刊登的董事會決議公告
2013-013、監事會決議公告2013-014。

3. 特別強調事項：本次股東大會採取現場投票方式表決，其中
第1項至第4項議案需由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審議通過。

三、現場股東大會會議登記辦法
1.登記方式：
（1）法人股東憑股權證書、法定代表人證明書、法定代表人授

權委託書及出席人身份證登記；
（2）個人股東憑股東帳戶卡、持股憑證及個人身份證及複印件

登記；
（3）委託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證、授權委託書、委託人股東帳戶

卡及持股憑證登記；
（4）股東也可用信函或傳真形式登記。
2.登記時間：2013年3月22日（上午8:30—12:00、下午1:30—

5:00）
3.登記地點：深圳市福田區泰然大道勁松大廈5D公司董秘室
四、其他事項
1.會議聯繫方式：
深圳市福田區泰然大道勁松大廈5D公司董秘室
郵編：518040
聯繫電話：0755-83891052
聯繫傳真：0755-83875212
2.會議費用：會期半天，與會股東或委託代理人交通及食宿費用

自理
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3年3月6日
附件：授權委託書

授權委託書
全權委託 先生/女士代表我單位（本人）出席廣東盛

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並代為行使表決
權。

委託人簽名（簽章）：
受託人簽名：
委託人身份證或營業執照號碼：
受託人身份證號：
委託人持股數：
委託人帳戶號碼：
委託日期：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年 月 日

備註：委託人應當在委託書中 「同意」、 「反對」或 「棄權」
意向中選擇一個並打 「」，對於委託人在本授權委託書中未作具
體指示的，受託人有權按自己的意願進行表決。

序
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議案內容

關於修訂《公司章程》的議案

關於修訂《股東大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關於修訂《董事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關於修訂《監事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關於董事會提前換屆的議案

關於監事會提前換屆的議案

關於選舉滕鐵騎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的議
案

關於選舉張志新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的議
案

關於選舉周曉峰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的議
案

關於選舉付炳鋒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的議
案

關於選舉閻立慶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的議
案

關於選舉葉凡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的議案

關於選舉吳博達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的議案

關於選舉朱文山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的議案

關於選舉李曉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獨立董事的
議案

關於選舉楊延晨為公司第八屆監事會非職工代
表監事的議案

關於選舉楊奮勃為公司第八屆監事會非職工代
表監事的議案

關於更換公司2013年度審計機構的議案

同意 反對 棄權

玩具大王長女皮具店被竊
快閃賊掠名牌手袋 警跨區追截人贓並獲

二〇一三年三月六日 星期三14港聞責任編輯：陳繼展

店主：佢好識貨
【本報訊】 「佢好識貨！」與蔡加敏合資經營Hot

Square Brands名牌手袋店的馬慧敏表示，賊人 「好專業，
專揀好！」她形容被偷取的手袋均有市場，當中1個 「
Hermes」（愛馬仕）手袋，售價達50萬元，幸警方今次擒
獲竊匪，店舖未有損失。

馬慧敏是蔡加敏丈夫馬鴻銘的二妹，她昨日在案發後接
獲警方通知，至昨晨返回利園山道的店舖，表示鐵閘的3把
鎖被剪斷，玻璃飾櫃同被打碎，店內一片凌亂。她指出，店
中保安設施足夠，有警鐘、閉路電視及大門鎖，日後希望可
再加強保安系統。馬慧敏稱，2年前另外2間分店同被爆竊，
當時損失近30萬元。

鍾愛shopping的蔡加敏，在2008年與馬慧敏合資600萬
元，於九龍城廣場開設Hot Square Brands名牌手袋店，集
齊13個最hot品牌，包括備受追捧的限量版Hermes、Chanel
、Prada和Miu Miu等，過去5年，兩人在全港共開了6間分
店，該店表明是任何品牌的限量版及斷貨手袋，保證落訂後
2個月內到貨，又稱派人長駐歐洲，可以四出幫客找貨。

被捕6名男子，3名是港人包括姓劉
、姓黃及姓蔡（33至38歲），當中包括
集團主腦人物，另3名內地男子（32至
39歲），先後在本周日及周一，從水陸
2路偷渡來港，警方正將6人扣留，調查
是否涉及同類案件，稍後將落案控以 「
爆竊」罪名。

匪徒疑涉多宗同類案件
警方港島總區重案組總督察胡家欣

表示，去年4月至今，警方接獲多宗涉
及名牌皮具店的爆竊案，失物中大多是
名牌全新及易手手袋及銀包，重案組接
手調查後，重組過去案件蒐集的科學證
據，配合閉路電視錄影片段，以及情報
分析，鎖定1批相信是專擇皮具店落手
的爆竊集團，遂派員到目標地點埋伏。

昨日凌晨3時45分，重案組探員在
銅鑼灣區發現1輛報失私家車，估計賊
人正計劃犯案，遂在附近埋伏。未幾，
警方999報案中心接報銅鑼灣利園山道
58號、由玩具大王長女蔡加敏開設的皮
具店Hot Square Brands防盜警鐘響起
，在附近埋伏的重案組探員隨即趕到現
場，見有數名男子匆匆逃離，分批登上
一輛輕型貨車，及企圖登上該輛私家車
逃去。探員見狀即一擁而上，4名男子
無法登上私家車四散逃去，探員尾隨窮

追，先後追截至利園山道、駱克道、景
隆街及波斯富街，將3名本港男子及1名
內地男子同拘捕。

另外1隊探員駕車追截該輛客貨車
，從港島追至油麻地炮台街及南京街交
界時，客貨車失控撞向交通指示牌，探
員馬上落車將2名分別姓周（39歲）及
姓洪（36歲）內地男子制服，並在車內
檢獲52個相信屬於被爆竊店舖的名貴
手袋、銀包及飾物，報稱總值約500萬
元。

以快打慢 無懼警鐘大鳴
胡家欣表示，6人經調查後，相信

同屬於1個爆竊集團，涉嫌與去年5宗分
別在尖沙咀、銅鑼灣及魚涌的同類爆
竊案有關，5宗案失物涉及總值約1,200
萬元。胡續稱，該集團採取 「以快打慢
」手法，不理會店舖警鐘大鳴，以極速
手法進行爆竊，集團各人均有默契，清
醒各自要掠取的貨物位置，利用剪鉗、
油壓剪及大鐵槌等工具，手法純熟，務
求將犯案過程在2分鐘內完成，相信他
們並無專門聘請內地人士來港犯案，至
於被竊的名牌手袋，會以網上、個人兜
售或運往境外等渠道出貨。警方現正追
查集團是否仍有在逃人士，港島總區重
案組正跟進調查。

【本報訊】玩具大王蔡志明長女蔡加敏在銅鑼灣利園山道開設
的皮具店，昨凌晨遭 「極速快閃黨集團」 爆竊，6名賊人用油壓剪
鉗撬毀鐵閘，入內極速搜掠50多個名牌手袋，未料警方重案組早已
在附近埋伏，趕抵兵分多路追截，先在銅鑼灣擒獲4名匪徒，並窮
追匪徒所駕客貨車至油麻地炮台街，再拘捕2人，全數檢回被盜、
總值500萬元的手袋和銀包；與蔡合夥的姑仔馬慧敏形容，賊人 「
識貨」 ，專擇有市場手袋落手。

本報記者 區天海

【本報訊】菲律賓籍 「珠寶大盜
」4個月前來港，在國際珠寶展上盜
取1條價值13萬元的名貴紅寶石手鐲
，昨日 「香港國際珠寶展2013」首日
在灣仔會展甫開幕時，菲盜未知已被
警方通緝 「捲土重來」，以參展商名
義入場時，被重案組探員拘捕。

食髓知味卻陷入羅網的菲律賓籍
男子37歲，涉嫌 「盜竊」現正被扣查
。警方指出，去年11月在灣仔香港會
議展覽中心一個國際珠寶展上，疑犯
盜取一條價值13萬1千元的紅寶石手
鐲，負責調查的警員當日翻看閉路電
視錄影，拍下犯案過程。

「香港國際珠寶展2013」由昨晨
開始一連5日在灣仔香港會展中心舉
行，共49個國家及地區、逾3,300家
參展商參與，參加展商為30年來之冠
，警方有鑑於過去珠寶展失竊案時有
發生，故特別加強場內外的保安。

昨日上午11時許，探員在會展入
口處發現一名菲律賓籍男子，長相與
早前被通緝的珠寶大盜相似，對方以
參展商身份進入會場，探員遂馬上將
他截停，結果揭發其是通緝人士，警
方不排除有人入場再度伺機犯案將他
拘捕，案件交由港島總區重案組繼續
跟進。

菲珠寶大盜來港添食斷正

貿發局籲善用檢測優勢

埃及遇難者家屬返抵本港
【本報訊】記者林曉晴報道：埃及熱氣球事故至今已

發生逾一星期，死難者家屬已完成辨認遺體手續，昨日返
抵本港。入境處表示，仍有2名同事在當地處理遺體運送
事宜，埃及當局已陸續發出死亡證，相信短時間內可將遺
體運回本港。警方則指出，將撰寫意外報告提交死因裁判官
，由其決定是否開庭聆訊，事件已交由新界南重案組跟進。

埃及熱氣球事故死難者的家屬一行10人，昨午乘機抵
港，中國駐埃及大使宋愛國在開羅機場為死者家屬送行，
他再一次慰問，並希望9具遺體可盡快運回香港。家屬抵港
後由香港機管局安排的特別通道離開，並由專車送回住所
休息，而其行李及遇難者的遺物則由工作人員協助搬上車。

高級入境事務主任康凱表示，現時仍有2名入境處人
員在開羅，與中國大使館、埃及當局、保險及醫療運輸公
司聯繫，希望可盡快安排運送死難者的遺體回港，而埃及
當局正陸續向遺體發出死亡證，相信可在短時間內運返香
港，康凱並對當地中國大使館的幫助表示感謝。

警方將跟隨既定程序撰寫報告提交死因庭，由死因裁
判官決定是否開庭研訊。他說，警方會與埃及方面保持聯
絡，事件已交由新界南重案組跟進調查。另外，隨行的醫
管局高級臨床心理學家羅淑兒指，死難者家屬的心情明顯
較初到埃及時平服，她透露，家屬們最希望將死難者遺體
早日運回香港，安排喪禮，令死者安息。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指，移送遺體回香港是否用包機，
取決於移送程序是否快捷和安穩，而現時的處理方法亦是
按照家屬意願，他亦相信保險公司在處理運送遺體較有經
驗。

【本報訊】記者李兆德報道：貿
發局主辦的 「第30屆香港國際珠寶展
」昨日起一連5日於會展舉行，規模
為歷年之冠，超過40個國家及地區合
共3300個參展商參展，貿發局稱本港
珠寶業可善用檢測認證服務優勢，擴
大市場提高競爭力。

參展商來自49個國家及地區，合
共逾3,300家，數目較去年多172家，
打破歷年紀錄，逾90個買家團到訪。
今屆珠寶展設有10大主題展區及24個
展館。因應市場需要，珠寶展亦增設
「小批量購專區」，最低訂購量由5至
500件不等，每件價均低於1,000美元。

【本報訊】北角升降機急墮事故引起全城關注升降機安全，
機電署昨日完成巡查248部由涉事承辦商信科工程負責保養的升
降機，並發現多3部升降機有問題，令需要停用的升降機增至8部
，佔總數3.2%。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將於本月26日開會討論事
件，並關注有關升降機安全的規管機制。

機電署昨日完成巡查248部由 「信科工程」負責保養的升降
機，總共發現8部升降機不符合 「升降機工程實務守則」有關規
定，須要停用，佔信科的升降機總數3.2%，其中4部的鋼纜直徑
幼了超過10%，包括屬昨日發現的位於油塘中心第8座升降機，
另外有3部是鋼纜銹蝕，包括昨日發現的1部位於葵涌健康街1至7
號的升降機，還有1部是因機械故障被停用，地點是葵涌和宜合
道瑞景大廈的4號升降機。

機電署表示，暫停運作有關升降機不涉及安全考慮，署方會
分析巡查結果再作跟進行動。與此同時，署方會繼續深入調查北
角英皇道升降機事故，以確定事故原因，並會嚴格執行法例，包
括採取紀律行動，懲處違規承辦商及相關人士，以確保升降機的
安全運作。機電署又說，會採用風險評估的方法，對表現欠佳的
承辦商加強巡查。

8部停用升降機一覽

1

2

3

4

5

6

7

8

地點

觀塘工業中心第1期

觀塘工業中心第2期

觀塘工業中心第3期

九龍城嘉林邊道18號

北角英皇道480號

油塘中心第8座

葵涌和宜合道瑞景大廈

葵涌健康街1至7號

未能符合守則規定

鋼纜直徑減少多於10%

鋼纜直徑減少多於10%

鋼纜銹蝕

鋼纜直徑減少多於10%

鋼纜銹蝕

鋼纜直徑減少多於10%

機械故障

鋼纜銹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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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檢回
的名貴手
袋及部分
爆竊工具

▲羅淑兒
（中）指
家屬心情
已較飛抵
埃及時平
服
本報記者
林少權攝

▲被捕菲
籍漢4個
月前曾經
來港犯案

亞視畫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