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請酒牌轉讓及更改啟事

現特通告：孫宏昌其地址為九龍油塘四山
街24-26號B座味千集團大廈6樓，現向酒
牌局申請把位於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第二期
地下G8A & G8B號舖札幌拉麵土門的酒牌
轉讓給徐榮暉其地址為九龍紅磡黃埔花園
第二期地下G8A & G8B號舖，及作以下更
改： 「店舖名稱更改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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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AND
AMENDMENTS OF LIQUOR LICENCE

Menya Musashi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Sun Wang Cheong of 6/F.,
Ajisen Group Tower, Block B, 24-26 Sze Shan Street, Yau
Tong,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Sapporo
Ramen Domon situated at Shop G8A & G8B, G/F, Site 2,
Whampoa Garden, Hung Hom, Kowloon to Tsui Wing Fai
of Shop G8A & G8B, G/F, Site 2, Whampoa Garden,
Hung Hom, Kowloon and the following amendment(s)
"Proposed amendment(s): Change the Shop sign to Menya
Musashi".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transfer and amend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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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013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Viva Ana Tapas & Wine

現特通告：黃文源其地址為香港
銅鑼灣謝斐道414-424號中望商
業中心23樓，現向酒牌局申請位
於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22 號
Gardeneast 地 下 1 號 舖 Viva Ana
Tapas & W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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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9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Viva Ana Tapas & Wine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Wong Man
Yuen of 23/F, Chinaweal Center, 414-424
Jaffe Road, Causeway Bay,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Viva Ana Tapas & Wine at Shop 1, G/F,
Gardeneast, 222 Queen’s Road East,
Wanchai,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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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8/F, 225
Hennessy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9-4-2013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全記海鮮菜館分店

現特通告：吳金福其地址為西貢
萬年街87號3樓，現向酒牌局申
請位於新界西貢海傍街53號地下
及舖前露天座位全記海鮮菜館分
店的酒牌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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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交新界大埔鄉事會街8
號大埔綜合大樓4樓酒牌局秘書
收。

日期：2013年4月9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Chuen Kee Seafood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Ng Kam Fuk of
2/F, 87 Man Nin Street, Sai Ku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Chuen Kee Seafood Restaurant at G/F.,
No.53 Hoi Pong Street and Outside Seating
Area at Shop Front, Sai Kung, 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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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 Po Complex, No.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9-4-2013

申請酒牌轉讓及續期啟事
太平洋酒吧

現特通告：李映潼其地址為九龍彩虹
碧海樓1614室，現向酒牌局申請把
位於九龍5030地段鳳德道31號地下太
平洋酒吧的酒牌轉讓給王子揚其地址
為新界葵芳葵泰樓2604室及續牌，
附加批註事項為酒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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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AND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BAR PACIFIC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Lee Ying Tung of
Room 1614, Pik Hoi House, Choi Hung Estate,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and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Bar Pacific at G/F, 31
Fung Tak Road, N.K.I.L.5030, Kowloon to
Wong Tze Yeung of Room 2604, Kwai Tai
House, Kwai Fong Estate, Kwai Fong, New
Territories with endorsement of bar.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transfe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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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013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正記

現特通告：陳俙圯其地址為香港銅
鑼灣渣甸坊30-36號利發大廈地下7
號舖，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銅
鑼灣渣甸坊30-36號利發大廈地下7
號舖正記的酒牌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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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9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正記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an Hei Yee of
Shop 7, G/F, Lee Fat Building, 30-36
Jardine's Crescent, Causeway Bay, H.K.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正
記 at Shop 7, G/F, Lee Fat Building, 30-36
Jardine's Crescent, Causeway Bay,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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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9-4-2013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蘇卓廷（SU ZHUOTING）：

本院受理（2013）穗越法民一初字第1513
號原告陳綺訴被告蘇卓廷（SU ZHUOTING）
離婚糾紛一案，因你（現住美國，護照號碼：
143312933）目前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
條第一款第（八）項、第二百六十八條的規定
，向你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及開庭傳票等應
訴材料。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
，即視為送達。你提出答辯狀及舉證的期限均
為公告期滿後的三十日內。本案定於2013年8月
20日08時45分在本院219法庭公開開庭審理，逾
期將依法缺席判決。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一三年四月九日

股票簡稱：深物業A、深物業B 編號：2013-9號
證券代碼：000011、200011

深圳市物業發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季度業績預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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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業績預計情況
1、業績預告期間：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
2、業績預告類型：同比大幅上升
3、業績預告情況表

註：公司2012年度發生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併，上年同期數為調整後數
據，調整前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為546萬元、基本每股收益為0.009
（元／股）。

二、業績預告預審計情況
本次業績預告未經註冊會計師預審計。
三、業績變動原因說明
主要是公司開發的 「深物業．彩天怡色」項目本報告期達到結轉收入

條件，符合結轉收入部分均在本報告期集中結算，而上年同期主要結轉 「
深物業．新華城」項目少量尾盤。

四、其他相關說明
1、公司將於2013年4月27日披露2013年第一季度報告，2013年第一季度

的實際業績情況以屆時2013年第一季度報告披露的數據為準；
2、《大公報》、《證券時報》和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為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體，本公司發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媒體刊登的公告
為準。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物業發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3年4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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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月1日至3月31日

約23,630萬元

約0.396（元／股）

上年同期2012年
1月1日至3月31日

650萬元

0.011（元／股）

增減變動（%）

約增長3500%

約增長3500%

廣告熱線廣告熱線：：28312831 05000500
圖文傳真圖文傳真：：28382838 11711171 28342834 66316631

E-mailE-mail：：tkpwork@takungpao.comtkpwork@takungpao.com
工商情報 綜合消息 特廉分類廣告專欄

歡迎來電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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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八
三
一
一
七
三○

二
八
三
一○

五○
○

傳
真
：
二
八
三
四
六
六
三
一

二〇一三年四月九日 星期二B13文化責任編輯：屠薇如

【本報訊】記者李夢報道：香港蘇富比二○一三春
拍昨日在會展中心舉行 「重要中國瓷器及工藝品」專拍
。拍前估價前三的拍品成交價均不夠搶眼，其中估價最
高的雍正粉彩 「蟠桃獻壽」圖圓蓋盒以四千三百八十萬
元售出，略低於四千五百萬元的最高估價。而本地收藏
家張永珍的藏品專場只有一件康熙御製琅彩瓷供競投
，以四千萬元起拍，以七千四百餘萬元成交。

「玫茵堂」意外遇冷
「重要中國瓷器及工藝品」專拍前，有 「瑞蓮溢芳

：張永珍博士雅藏康熙御製琅彩瓷」和 「玫茵堂珍藏
──重要中國御瓷選萃之五」兩系列拍賣。最先亮相的
一件康熙御製琅彩瓷，為張永珍收藏，曾於一九九九
年現身香港佳士得，拍出逾一千二百萬元的價格。昨日
，此件拍品以四千萬元起拍，經十輪緩慢承價，至六千
萬元有短暫停頓。後又有兩現場買家承價，最終該彩瓷
以六千五百萬元的價格落槌，加佣金，成交價為七千四
百○四萬元。

張永珍藏品拍出後，出場的是 「玫茵堂珍藏──重
要中國御瓷選粹之五」系列拍品。該系列瓷器成交狀況
並不算理想，三十七件拍品有十三件流拍，拍出的藏品
價格也不夠搶眼，多數僅以略高於最高估價的價格成交。

中低拍品成交理想
估價最高的一件乾隆黃地洋彩軋道錦地折枝蕃蓮紋

鋪首活環盤口小瓶經十餘次承價，以九百六十四萬元成
交，僅略高於拍前九百萬元的最低估價。估價次高和第
三高的明宣德年間紅釉敞口盤和明永樂年間青花蓮子碗
，分別以八百四十四萬元和六百六十四萬元成交，成交
價雖高於拍前最低估價，但不甚搶眼。反倒是雍正年間
一對彩纏枝蓮托梵文敞口杯，以八十萬元起拍，經二十

餘次快速承價，以四百六十萬元的價格成交，高出拍前
最高估價逾三倍。

至於， 「重要中國瓷器及工藝品」專拍，估價最高
的雍正粉彩 「蟠桃獻壽」圖圓蓋盒在中午時段亮相，以
兩千萬元起拍，經七次緩慢承價，最終以三千八百萬元
落槌，加佣金，成交價為四千三百八十萬元。明嘉靖五
彩 「荷塘魚藻」紋罐（兩千五百萬至三千萬元間）以一
千八百萬元起拍，僅經過四輪承價，便以二千三百萬元

草草落槌，最終成交價二千五百八十八萬元，僅略高於
拍前最低估價。估價三千萬至四千萬元間的乾隆 「皮球
花」紋罐最終流拍。

中低估價拍品的成交價反而相對理想，例如明隆慶
年間青花礬紅 「水波九龍」圖小碗以高出最高估價兩倍
多的六百○四萬元成交，而清嘉慶御寶青玉交龍鈕長方
璽（拍前估價七十五至九十五萬元）竟以超出最高估價
約五倍的四百八十四萬元成交。

【本報訊】香港管弦協會昨日宣布委任小提琴家王
敬於2013/14樂季起擔任香港管弦樂團（港樂）團長一
職。2013/14將是港樂職業化後的第四十個樂季，將於
今年九月開鑼，王敬應音樂總監梵志登邀請接替將於本
樂季結束後離任的團長尤契夫維奇。

王敬生於桂林，於三歲開始學習小提琴，並於三年
後正式於法國馬賽作公開演出。他於九歲時與加拿大魁
北克交響樂團作協奏曲首演。王敬曾經獲得多個獎項，
當 中 包 括 二 ○ ○ 七 年 Irving M. Kle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首 獎 、 二 ○ ○ 三 年 Les Radios

Francophones Publiques（涵蓋法國、加拿大、瑞士及比
利時的廣播聯網）的 「年度年輕獨奏家」獎項，並獲得
獎項贊助，推出首張唱片，收錄貝多芬、拉威爾及
歌舒詠的作品。

王敬於2010/11樂季起居於美國達拉斯，他現時為達
拉斯歌劇院樂團團長。他曾於茱利亞音樂學院就讀，並
取得約瑟夫．富奇獎學金，他其後於萊斯大學Shepherd
音樂學院完成研究生課程。王敬現正使用由Canada
Council of Arts Rare Strings International Collection借
出的一千七百年歷史Giovanni Tononi小提琴。

【本報訊】海港城與策展單位All
Rights Reserved合作，將於五月二日至
六月九日期間，邀請荷蘭概念藝術大師
霍夫曼（Florentijn Hofman）的經典代
表作─巨型充氣 「橡皮鴨」首次亮相大
中華，在香港維多利亞港展開為期一個
月的旅行。自二○○七年以來， 「橡皮
鴨」已展開長途世界之旅，造訪過十個
國家，十二個城市。

「橡皮鴨」身高逾十六米，約六層
樓高，它將會到訪並停留在海港城海運
碼頭，讓大家近距離一睹它的風采。此
乃香港首個海上藝術展，巨大鮮明的 「
橡皮鴨」乃當代的充氣藝術品，令維多
利亞港頓然成為大浴缸，與四周環境相
映成趣。

另外，這次展覽更會由海上伸延到
海港城海運大廈露天廣場和 「海港城．
美術館」。 「海港城．美術館」將會舉
辦 「橡皮鴨」相片展，展出 「橡皮鴨」
曾經到訪過的地方，由 「橡皮鴨」當嚮
導帶領大家悠遊世界，追蹤其散播快樂
的足，並細味各大城市、河道與港口
的風土人情。

霍夫曼表示 「橡皮鴨」旨在將寫意
治愈精神放大，宣揚簡單的快樂，傳遞
無國界的友愛訊息。霍夫曼希望大家看
到 「橡皮鴨」在海上可愛悠遊的身影，
放慢腳步放鬆心情的瞬間，在忙碌的每
一天都展露笑容，發放正能量。

「橡皮鴨」展覽將於五月二日至六
月九日於海港城海運大廈──維多利亞港展出； 「橡
皮鴨」照片展將於五月一日至二十六日於海港城海洋
中心 「海港城．美術館」展出。查詢活動詳情可電：
二一一八八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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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樂新樂季起委任王敬為團長

▶王敬現時
為達拉斯歌
劇院樂團團
長

▲霍夫曼藝術創作靈感多源自日常生活，遊走於動
物和尺寸之間。圖為巨型橡皮鴨在海上遊弋

蘇富比拍賣張永珍藏品

康熙琅彩瓷康熙琅彩瓷74047404萬成交萬成交

▲蘇富比 「瓷
器及工藝品」
拍賣現場

本報攝

▲康熙御製琅彩
瓷以七千四百○四
萬元拍出

◀乾隆年間盤口小
瓶以九百六十四萬
元成交

◀粉彩 「皮球花」 紋
罐最終流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