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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周怡報道：眼前的五名舞者，
圍繞躺在地上的一位演員，扭動、奔跑、跳躍、對
話，敲擊樂手隨他們的肢體動作，在每個故事轉
折點，以鼓聲敲擊觀者內心。

沒有樂譜，敲擊樂手何以配合舞者及演員？原
來當代舞蹈劇場《渡DU-The Cycle of Life》（下稱
《渡》）的首項任務，是所有演職人員一同分享人
生經歷、故事，幾次分享會過後，大家有了默契，多了
感悟，表演起來自然不只是單純的舞蹈或者劇場。

體會生命珍貴
此次，作為《渡》的監製，香港演藝學院藝術

及項目管理系研究生張自若，連同導演及編舞彭漲
，排練導演陳思蘊，五位來自香港演藝學院舞蹈學
院現代舞專業的學生洪俊樂、陳梅、黎貴諾、盧敬
燊及葉洪成，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學生司文，畢
業於中央音樂學院的敲擊樂手張超等，為大家帶來
了一場以現代舞、音樂及戲劇空間等元素結合的舞
蹈劇場。

「對我來說是一次大膽的嘗試」，這是張自若
的一份畢業作品，主題是 「生死」，目的是推廣 「
生命教育」。生死話題對於許多抱有傳統觀念的人
來說，能避免就不提，然而，隨歲月的推移，身
邊或多或少都要經歷痛苦、悲傷，比如生離死別。

約三年前，張自若由北京隻身南下，希望過來
感受一下不同文化環境的香港， 「多看看，多學學
。」對於一名 「八十後」的年輕小女子，在香港闖
蕩的幾年，曾也極想念家鄉和親人，因此，她更深
刻體會到 「珍惜」二字。

「珍惜生命，珍惜一切。」通過此次演出，張
自若希望令觀眾對死亡告別有所認識和反思，體會
生命的珍貴，一個小時的演出，如果能讓忙碌的香
港人放慢腳步，坐下來靜靜地感受，或許大家可以
重新認識自我，思考 「生死」對於我們來說，究竟
是一個結束，還是另一個開始？

跑入觀眾席演出
《渡》演出概念來源於土家族的 「喜喪」，即

在葬禮上傳達積極樂觀的精神，並以紅色為主，希
望離開的人也能夠歡歡喜喜，當中將土家族傳統吟
唱與當代舞蹈劇場結合，呈現一種新的劇場體驗。

又導又演的彭漲，此次演繹他們土家族民俗 「
喜喪」中的 「喊魂歌」，他希望以此表達 「渡」不
是一個結果，而是過程。正如大家看到的海報中的
船與水流，水代表了生命的源泉，也代表了循環，
每個人生階段都是一個結果也是一個開端，就像葬
禮一樣，送走的是人或者過去，對於現在來說，最
重要的是珍惜眼前。

有了這些故事內容，現代舞舞者在台上的演繹
或許多了那麼些理解， 「重點是要讓觀眾看懂，然
後通過 『告別』啟發他們。」張自若說。

「現代舞給大部分人的感覺是抽象及難以理解
的，而此次演出，我們給演員也增加了任務，給他
們也安排了台詞。」有了對話的舞蹈表演，觀眾能
夠更加容易理解演出的內容。張自若介紹，此次演
出場地在學院賽馬會演藝劇院，有六百個座位的劇
院，空出了兩百個位子， 「四百位觀眾坐中間，演
員會在演出過程中，跑入觀眾席兩旁，隔觀眾喊
話。」

「我們希望觀眾也能夠融入到這個演出中。」
張自若說，我們想為觀眾塑造對生死觀點的正面形
象，其實死亡可能離我們並不遙遠，當我們遇到這
樣的問題，將如何面對？未來有無限可能， 「只希
望大家靜下來，看看身邊我們忽略了什麼？」

編者按：《渡DU-The Cycle of Life》將於本
月二十五日晚上八時，在香港演藝學院賽馬會演藝
劇院演出，免費入場，查詢電話：五四二九一三六
二 。 詳 情 可 瀏 覽 http://www.facebook.com/events/
596425393720111/

【本報訊】多媒體舞蹈劇場
《情書》上月在廣州首演後，第
二站將於五月移師香港葵青劇院
演出，隨後亦會於澳門巡演。

節目由廣東省文化廳、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事務局、澳
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聯合主
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策劃。

總導演潘少輝聯同粵港澳三
地精英編舞家，香港的梅卓燕及
王榮祿、廣東的胡曉及澳門的洪
振宇，一同率領廣東現代舞團、
澳門舞者工作室及一眾跨媒界藝
術家，包括音樂創作李鐵橋、特
別演出嘉賓 「音樂情人」鄭子誠
等，現場演繹 「情」、 「舞」交
流。

這齣多媒體舞蹈劇場，以五
封 「情書」出發，從第一幕父親
給兒子的《家書》、第二幕寫給
自己的《色彩的祭禮》、第三及
第四幕初戀情人寫的《心動》和
《沒有腳的小鳥》至最後第五幕
《給爸爸的情書》，兜兜轉轉數
十年的書信，貫穿於蕭邦、拉威
爾、馬勒及蓋希文的浪漫樂章之
中，透過優美的肢體語言，交織
出一段段細膩的感情變遷。

多媒體舞蹈劇場《情書》於
五月四日（星期六）晚上八時，
在葵青劇院演藝廳公演，門票於
各城巿電腦售票處、網上及信用
卡電話購票熱線發售。查詢節目
詳情可電：二二六八七三二三。

送走過去 珍惜眼前

當代舞蹈劇場《渡》思考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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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打冷鎮小菜打冷茶餐廳

現特通告：陳建業其地址為九龍土
瓜灣宋皇臺道38號傲雲峰第7座15字
樓F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尖
沙咀麼地道67號半島中心低層地下
L62，63，64，65，57，58，59號舖
打冷鎮小菜打冷茶餐廳的酒牌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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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Chao Zhou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an Kin Yip of
Unit F, 15/F., Block 7, Sky Tower, 38 Sung
Wong Toi Road, To Kwa Wan, Kl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Chao Zhou Restaurant at L62, 63, 64, 65,
57, 58, 59, Lower G/F, Peninsula Centre, 67
Mody Road, Tsim Sha Ts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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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2013

申請酒牌轉讓啟事
Club Havana

現特通告：陳順安其地址為香港灣仔
謝斐道414-424號中望商業中心23樓，
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尖沙咀諾士
佛台10號諾士佛3字樓Club Havana的
酒牌轉讓給陳貞強其地址為香港灣仔
謝斐道414-424號中望商業中心2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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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OF LIQUOR LICENCE

Club Havana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an Shun On of
23/F., Chinaweal Centre, 414-424 Jaffe Road,
Wanchai,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Club Havana at 3/F,
Knutsford 10, Knutsford Terrace, Tsim Sha
Tsui, Kowloon to Chan Ching Keung of 23/F.,
Chinaweal Centre, 414-424 Jaffe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 endorsement of Bar.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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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lung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22-4-2013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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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雖然本公司2012年度實現盈利，但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仍未負值，且面臨航運
市場持續低迷，主要業務規模較小，抵禦風險能力
較弱等因素影響。公司股票撤銷其他風險警示並不
改變公司內在價值，提醒投資者理性投資，注意投
資風險。

一、基本情況簡述
因公司2002年度和2003年度連續兩年虧損，根

據上海證券交易所 「公司連續兩年虧損」實行退市
風險警示的有關規定，公司股票於2004年5月10日
起實行退市風險警示。A股股票簡稱變更為 「*ST
天海」，B股股票簡稱變更為 「*ST天海B」。

因公司2005年度實現盈利，且2006年度主營業
務正常運營。2007年1月22日公司A股股票簡稱變更
為 「SST天海」，B股股票簡稱變更為 「ST天海B」
。

因公司2006年度和2007年度連續兩年虧損，根
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相關規定，公
司股票於2008年5月5日起實行退市風險警示。A股
股票簡稱變更為 「S*ST天海」，B股股票簡稱變更
為 「*ST天海B」。

2009年4月28日，公司披露了2008年度報告，
全年實現淨利潤8,379,920.67元，根據《上海證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相關規定，自2009年8月27日
起撤銷退市風險警示，A股股票簡稱變更為 「SST
天海」，B股股票簡稱變更為 「ST天海B」。

公司2012年度財務報告已經華寅五洲會計師事
務所審計，並出具了標準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
本公司2012年度實現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為321,749,562.18元，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所有者
權益為171,452,996.02元，營業收入為126,770,194.79
元。報告期內實現盈利的原因包括：除本公司於
2012年12月25日披露的《2012年度業績預盈公告》
中所涉及的業績預盈情況外，其他原因主要為本公
司與天津濱海新城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天津市天海
集團有限公司簽署的《天津市土地整理儲備項目補
償合同》（詳細內容請參閱臨2012-049號公告）正
常履約，使得報告期內確認的資產減值損失約
為-3.43億元。

二、公司符合撤銷其他風險警示的條件
公司目前的主營業務為國際船舶集裝箱運輸、

船舶租賃、國際船舶普通貨物運輸等。公司具備持
續經營能力，公司目前生產經營活動正常，公司治
理依法合規，董事會和監事會等各項會議正常召開

並形成決議。公司不存在被控股股東及其關聯方非
經營性佔用資金的情況，不存在違反規定決策程序
對外擔保的情況。

公司不存在銀行帳戶被凍結的情況。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2012年

修訂）》13.2.1條款的規定，對照公司2010年、
2011年和2012年報，公司淨利潤、淨資產、營業收
入等指標均不涉及退市風險警示的條件，也不觸及
該條規定的其他情形。公司不存在《上海證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規則（2012年修訂）》13.2.1條款規定
的其他風險警示的情形。

鑒於上述情況，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規則（2012年修訂）》有關撤銷股票交易其他風
險警示的規定，公司董事會同意向上海證券交易所
提交股票交易撤銷其他風險警示的申請。

本公司於2013年4月15日向上海證券交易所遞
交了《股票交易撤銷其他風險警示並變更證券簡稱
的申請》，上海證券交易所於2013年4月19日批准
了公司的申請。公司A股股票證券簡稱由 「SST天
海」變更為 「S天海」，公司B股股票證券簡稱由 「
ST天海B」變更為 「天海B」。A股股票證券代碼仍
為600751、B股股票證券代碼仍為900938。公司A股
股票因股權分置改革事項於2012年12月21日的次日
起至股改規定程序結束之日止停牌。B股股票將於
2013年4月22日繼續停牌一天，B股股票自2013年4
月23日復牌，股票交易的日漲跌幅限制恢復為10%
。

三、風險提示
公司2012年度經審計的淨利潤為正值，但扣除

非經常性損益後的淨利潤為-93,193,438.30元，扣除
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基本每股收益為-0.1892元，上
述信息投資者也可以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快
速導航欄目——扣非後虧損公司風險提示」進行查
詢。本公司將積極採取措施力提升主營業務盈利
能力。但受航運市場持續低迷、運價波動大、業內
競爭激烈等諸多不利因素影響，經營業績存在不確
定性。

本公司於2012年12月28日召開第五次臨時股東
大會暨股權分置改革相關股東會議，審議通過了《
關於大股東債務豁免並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的股權
分置改革方案》，本方案已獲得商務部門的批覆，
目前尚未實施完畢。

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特此公告。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3年4月22日

股票名稱：SST天海、ST天海B 股票代碼：600751、900938 編號：臨2013-021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股票交易撤銷其他風險警示並變更證券簡稱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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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電查詢

僱主須為其兼職家務助理
投購工傷保險，違例最高
罰款十萬元及監禁兩年。

查詢請電勞工處：

2717 1771工傷保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