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B6廣告
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季度報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會、 監事會及其董事、 監事、 高級管理

人員保證本報告所載資料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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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體董事出席董事會會議。
1.3 公司第一季度財務報告未經審計。
1.4

公司負責人姓名 顧金山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姓名 劉正奇
會計機構負責人 （會計主管人員） 姓名 陳大年

公司負責人顧金山、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劉正奇及會計
機構負責人 （會計主管人員） 陳大年聲明： 保證本季度報告
中財務報告的真實、 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會計數據及財務指標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總資産 (元) 2,044,369,113.39 2,037,859,547.74 0.32
所有者權益 （或股東權
益） (元) 533,352,721.67 529,217,596.20 0.78

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
每股淨資産 （元/股） 2.18 2.16 0.93

年初至報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經營活動産生的現金流
量淨額 (元) 38,232,755.04 -43.98

每股經營活動産生的現
金流量淨額 （元/股） 0.16 -42.86

報告期 年初至報告期期
末

本報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
淨利潤 (元) 4,135,125.47 4,135,125.47 -64.0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17 0.017 -63.83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17 0.017 -63.83

稀釋每股收益 （元/股） 0.017 0.017 -63.83
加權平均淨資産收益率
（%） 0.008 0.008减少 2.282 個百分點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
加權平均淨資産收益率
（%）

0.008 0.008减少 2.282 個百分點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單位： 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金額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 但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密切相關， 符合
國家政策規定、 按照一定標準定額或定量持續享受的政府補助除外 139,992.03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36.00
所得稅影響額 -30,989.01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 （稅後） -10,896.70

合計 98,070.32

2.2 報告期末股東總人數及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
情况表

單位： 股
報告期末股東總數 （戶） 15,434

前十名無限售條件流通股股東持股情况

股東名稱 （全稱） 期末持有無限售條
件流通股的數量 種類

SHENYIN WANGUO NOMINEES ( H.K.)
LTD. 1,047,550境內上市外資股

李星 1,047,025境內上市外資股
周娥 873,900境內上市外資股
卓小英 806,237境內上市外資股
黃春輝 603,100境內上市外資股
龔平 576,044境內上市外資股
Taifook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 -Ac－
count Client 558,890境內上市外資股

林敏光 523,600境內上市外資股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LIMITED 508,012境內上市外資股

陳育其 477,699境內上市外資股

§3 重要事項
3.1 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 財務指標大幅度變動的情

况及原因
√適用 □不適用
1. 應收賬款較期初數增長 607.38%， 主要系友聯竹園尚

未收到 3月份污水處理服務費；
2. 預收款項較期初數减少 63.29%， 主要系母公司預收污

水服務費减少；
3. 應付職工薪酬較期初數减少 52.61%， 主要系友聯竹園

發放了上年度計提的 2012年度年終獎；
4. 應交稅費較期初數减少 36.30%， 主要系母公司收入减

少使得所得稅費用减少；
5. 營業外收入較上年金額增加 100%， 主要系排水運營

及溫江陽晨收到政府補貼款；
6. 營業外支出較上年金額减少 98.52%， 主要系母公司及

運營公司資産報廢支出减少；
7. 所得稅費用較上年金額减少 46.61%， 主要系母公司本

期利潤總額較上年同期减少使得所得稅費用相應减少。
3.2 重大事項進展情况及其影響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說明
□適用 √不適用
3.3 公司、 股東及實際控制人承諾事項履行情况
□適用 √不適用
3.4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爲虧

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比發生大幅度變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適用 √不適用
3.5 報告期內現金分紅政策的執行情况
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條規定： 公司最近三年以現金方

式累計分配的利潤應不少於最近三年實現的年均可分配利潤
的百分之三十。 公司第六届董事會第八次會議審議通過“公
司 2012 年度利潤分配預案的議案” ， 2012 年度公司不實施
利潤分配亦不進行送股及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 具體內容詳
見公司 《2012 年年度報告》 （2013 年 3 月 29 日的 《上海證
券報》 、 《大公報》 及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
cn） 。

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顧金山
2013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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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會第九次會議决議公告

特別提示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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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公司”） 第六届
董事會第八次會議於 2013 年 4 月 23 日上午在上海市永嘉路
18 號一樓 2 號會議室召開， 會議通知和會議資料已於 2013
年 4月 12日以書面方式或郵件方式發出。 本次會議應到董事
6 人， 實到董事 6 人， 會議的召開符合 《公司法》 及 《公司
章程》 的有關規定， 會議形成的决議合法有效。 會議由董事
王家樑先生主持， 公司全體監事及高管人員列席本次會議。

經與會董事審議， 通過以下决議：
一、 審議通過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季

度報告。
（表决結果： 同意 6票、 反對 0票、 弃權 0票）
二、 審議通過關於增補劉强先生爲公司第六届董事會董

事的議案。
（表决結果： 同意 6票、 反對 0票、 弃權 1票）
公司獨立董事就此議案發表如下獨立意見： 本次增補董

事提名程序符合國家法律、 法規及公司章程的規定。 根據劉
强先生的個人履歷等相關資料， 我們未發現其有違反 《公司
法》 規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國證監會確定爲市場禁入者之現
象， 其任職資格符合 《公司法》 、 《上市公司治理準則》 和
《公司章程》 中的相關規定， 任職資格合法。 經瞭解， 劉强先
生具備相關專業知識和相關决策、 監督、 協調能力， 能够勝
任相關職責的要求， 具備擔任公司董事職責所應具備的能
力。 同意增補劉强先生爲公司第六届董事會董事， 任期與公
司第六届董事會相同。

本議案須提交股東大會審議批准。
（劉强先生簡歷詳見附件）
三、 審議通過“關於召開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東大會” 的議案。
（表决結果： 同意 6票、 反對 0票、 弃權 0票）
2012 年度股東大會有關事項， 詳見“上海陽晨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關於召開 2012年度股東大會的公告” 。
2013 年 4 月 12 日， 董事會决定： 爲確保公司董事會工

作正常開展， 根據 《公司章程》 第四章第五節第六十七條、
第五章第二節第一百一十三條之規定， 經全體董事推舉， 在
新任董事長産生之前， 董事王家樑先生主持董事會工作並代
爲履行董事長職務。

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件： 劉强先生簡歷
劉强， 男， 漢族， 1956 年 9 月生， 中共黨員、 本科學

歷， 高級會計師、 注册會計師。 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
上海耐火材料廠財務科主辦會計， 上海冶金工業局財務處主
任科員， 上海永新金屬軟管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上海科技投
資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 計財部經理， 上海水務資産經
營發展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總經理， 上海市城市建設投資開
發總公司水務事業部總經理、 黨委副書記， 上海市原水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 上海市城市建設投資開發總公司副總經濟
師， 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監事會主席等職務，
現任上海市城市建設投資開發總公司副總經理。

證券代碼： 900935 編號： 臨 2013—013
證券簡稱： 陽晨 B股

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監事會第五次會議决議公告

特別提示
本公司監事會及全體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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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監事會第五次會議於
2013年 4月 23日 (星期二) 上午在上海市永嘉路 18 號一樓 2
號會議室召開， 會議通知已於 2013 年是 4 月 12 日以書面形
式發出。 本次會議應到監事 2 人， 實到監事 2 人， 會議符合
《公司法》 及 《公司章程》 的有關規定， 會議合法有效。 會議
由韓俊監事主持， 會議審議並通過以下决議：

一、 審議通過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季
度報告。

監事會認爲： 該報告的編制和審議程序符合國家法律、
法規和本行章程； 報告的內容和格式符合中國證監會和證券
交易所的各項規定， 真實地反映了公司的經營管理和財務狀
况； 參與本次季報編制和審議的人員無違反保密規定的行
爲。 同意對外披露。

（表决結果： 2票同意、 0 票反對、 0 票弃權）
二、 審議通過關於增補童俊莉女士爲公司第六届監事會

監事的議案。
本議案須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表决結果： 2票同意、 0 票反對、 0 票弃權）
2013 年 4 月 12 日， 監事會决定： 爲確保公司監事會工

作正常開展， 根據 《公司章程》 第七章第二節第一百四十三
條之規定， 經全體監事推舉， 在新任監事會主席産生之前，
監事韓俊先生主持監事會工作。

童俊莉女士簡歷見附件。
特此公告。

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監事會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童俊莉女士簡歷
童俊莉， 女， 漢族， 1975 年 12 月生， 中共黨員、 研究

生學歷、 碩士學位， 高級會計師。 歷任中國科學院管理幹部

學院教師、 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師、 上海市城市建設
投資開發總公司審計監察部高級業務主管、 上海市城市建設
投資開發總公司環境事業部財務經理、 上海市城市建設投資
開發總公司資産管理部高級業務主管等職務， 現任上海市城
市排水有限公司、 上海城投污水處理有限公司財務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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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 2012年度股東大會的公告

特別提示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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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本公司” 或
“公司”） 定於 2013 年 5 月 17 日 (星期五) 上午 9 時 30 分在
上海青松城大酒店 （上海市東安路 8 號） 四樓華山廳以現場
方式召開公司 2012年度股東大會， 現將會議有關事項公告如
下：

一、 會議時間
2013年 5月 17日 (星期五) 上午 9:30
二、 會議地點
上海青松城大酒店 （上海市東安路 8號） 四樓華山廳
三、 會議議程
1.審議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董事會工作

報告；
2.審議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監事會工作

報告；
3.審議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報告及其摘

要；
4.審議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財務决算報

告；
5.審議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利潤分配的

議案；
⒍審議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關於 2013 年度日常關

聯交易預計的議案；
⒎審議關於“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與上海陽晨排

水運營有限公司簽訂 《污水處理運營服務協議》” 的議案；
⒏審議關於聘請衆華滬銀會計師事務所爲公司 2013 年度

審計機構和 2012年度審計費用的議案；
⒐審議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獨立董事述

職報告；
⒑審議關於公司獨立董事 2013年度工作津貼的議案；
⒒審議關於增補劉强先生爲公司第六届董事會董事的議

案；
⒓審議關於增補童俊莉女士爲公司第六届監事會監事的

議案。
以上提交本次年度股東大會審議的議案是公司第六届董

事會第八次、 九次會議和公司第六届監事會第四次、 五次會
議審議通過的須提交公司 2012年度股東大會審議的全部議案
（其中： 1-10 項議案， 已經公司第六届董事會第八次會議和
公司第六届監事會第四次會議决議公告。 詳見 2013 年 3 月
29 日的本公司信息披露媒體 《上海證券報》 、 《大公報》 、
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http://www.sse.com.cn） 。

四、 出席會議對象
1.截止 2013 年 5 月 10 日下午交易結束後， 在中國證券

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記在册的本公司全體股
東及其授權代表 (B股最後交易日爲 5月 7日) 。

2.具有上述資格的股東授權委托的代理人；
3.公司董事、 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
4.公司聘請的律師、 會計師事務所相關人員。
五、 會議登記事項
⒈登記時間
2013年 5月 14日 (星期二) (9:00-16:30)
⒉登記地點
上海市東諸安浜路 165 弄 29 號 4 樓 （紡發大樓） ， 靠

近江蘇路。 （交通： 地鐵 2 號綫江蘇路站 4 號口出， 臨近公
交車有 01 路、 62 路、 562 路、 923 路、 44 路、 20 路、 825
路、 138路、 71路、 925路）

⒊登記手續
(1) 法人股東須持加蓋公司公章的營業執照複印件、 法定

代表人授權委托書、 股東賬戶卡、 持股證明和出席人身份證
原件進行登記；

(2) 自然人須持本人身份證原件、 股東賬戶卡、 持股證明
進行登記；

(3) 委托代理人須持本人身份證原件、 授權委托書 (見附
件 ) 、 委托人身份證原件、 股東賬戶卡和持股證明進行登
記；

(4) 异地股東可采取信函或傳真方式辦理登記。
⒋其他事項
會期半天， 股東出席會議的食宿及交通費等自理。
聯繫人： 仲輝 李晨
聯繫電話： (021) 63901800
傳真： (021) 63901007
聯繫地址： 上海市徐家匯路 555 號 (廣東發展銀行大厦

10樓 D座)
郵政編碼： 200023
特此公告。

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 授權委托書
茲授權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 （個人） 出席上

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東大會,並代爲行使表
决權。

委托人姓名：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證號碼： 受托人身份證號碼：
委托人股東帳號：
委托人持股數量：

委托權限：
委托日期：
一、 表决指示
⒈ 《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董事會工作報

告》
贊成 □ 反對 □ 弃權 □
⒉ 《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監事會報告》
贊成 □ 反對 □ 弃權 □
⒊ 《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報告及其摘

要》
贊成 □ 反對 □ 弃權 □
⒋ 《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財務决算報

告》
贊成 □ 反對 □ 弃權 □
⒌ 《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利潤分配的議

案》
贊成 □ 反對 □ 弃權 □
⒍ 《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關於 2013 年度日常關聯

交易預計的議案》
贊成 □ 反對 □ 弃權 □
⒎ 《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與上海陽晨排水運營有

限公司簽訂的 （污水處理運營服務協議） 的議案》
贊成 □ 反對 □ 弃權 □
⒏ 《關於聘請衆華滬銀會計師事務所爲公司 2013 年度審

計機構和 2012年度審計費用的議案》
贊成 □ 反對 □ 弃權 □
⒐ 《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獨立董事述職

報告》
贊成 □ 反對 □ 弃權 □
⒑ 《關於公司獨立董事 2013年度工作津貼的議案》
贊成 □ 反對 □ 弃權 □
⒒ 《關於增補劉强先生爲公司第六届董事會董事的議案》
贊成 □ 反對 □ 弃權 □
⒓ 《關於增補童俊莉女士爲公司第六届監事會監事的議

案》
贊成 □ 反對 □ 弃權 □
二、 本委托書有效期限自本委托書簽署之日至本次股東

大會結束。
委托人簽名 (委托人爲單位的加蓋單位公章由法定代表

人本人簽字) ：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說明： 授權委托書複印或按以上格式自製均有效。
注： 1、 股東請在選項中打√；
2、 每項均爲單選,多選視爲對該審議事項的授權委托無

效。

證券代碼： 900935 編號： 臨 2013—015
證券簡稱： 陽晨 B股

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 2012年度業績
及現金分紅說明會的通知

特別提示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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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內容提示：
1、 會議召開時間： 2013 年 5 月 3 日 （星期五） 9:30-11:

30
2、 會議召開地點： 上海青松城大酒店 （上海市東安路 8

號） 四樓華山廳
3、 會議召開方式： 現場方式
一、 說明會類型
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本公司” 或

“公司”） 已於 2013 年 3 月 29 日披露了 《2012 年年度報告》
及公司 2012 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具體內容請參閱 2013 年 3
月 29日的 《上海證券報》 、 《大公報》 及上海證券交易所網
站 www.sse.com.cn。 根據 《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現金分紅
指引》 和上海證券交易所上證公字 〔2013〕 11 號 《關於推進
上市公司召開投資者說明會工作的通知》 ， 爲便於廣大投資
者更全面深入地瞭解公司情况， 公司决定於 2013 年 5 月 3 日
通過現場方式召開“2012 年度業績及現金分紅說明會” ， 具
體事項通知如下：

二、 說明會召開的時間、 地點
召開時間： 2013年 5月 3日 （星期五） 9:30-11:30
召開地點： 上海青松城大酒店 （上海市東安路 8 號） 四

樓華山廳
三、 參加人員
1、 本公司參加人員： 董事長、 獨立董事、 總經理、 財務

總監、 董事會秘書等高級管理人員；
2、 擬參加本公司說明會的投資者。
四、 會議登記方法
1、 登記時間： 2013年 5月 2日 9:00-16:00
2、 登記地點： 上海市徐家匯路 555號 10樓 D座。
3、 登記方式： 現場登記、 傳真方式登記、 電子郵件方式

登記。
五、 聯繫人及咨詢辦法
1、 聯繫人： 仲輝、 李晨
2、 聯繫電話： 021-63901800

傳真： 021-63901007
電子信箱： Lic@shanghaiyoungsun.com
郵編： 200023

六、 其他事項：
出席本次會議的投資者交通及食宿費自理。
歡迎廣大投資者參加本次業績說明會！ 同時也歡迎廣大

投資者平時以電子郵件、 傳真等書面方式提出問題和建議，
以增强相互之間的溝通！

特此公告。
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股票簡稱：富奧股份、富奧B 股票代碼：000030、200030 公告編號：2013-40

富奧汽車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減持股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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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東減持情況
1、股東減持股份情況

2、股東本次減持前後持股情況

註：本次減持前，該股東持股比例按公司股份總數288,420,000股計算為8.76%；2013年3月20日，公司重
大資產重組完成，公司新增股份1,010,275,140股，公司股份總數變為1,298,695,140股，本次減持後，該股東持
股比例按公司股份總數1,298,695,140股計算為1.48%。

二、其他相關說明
1、本次減持是否違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轉讓指導意見》等有關規定： □ 是 否
本次減持期間任意30天通過二級市場競價減持數量均未超過1%。
2、本次減持是否遵守了相關法律、法規、規章、業務規則的規定及其在《股權分置改革說明書》、《收

購報告書》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減持價格等承諾： 是 □ 否
按照相關規定，本公司代為履行公告義務。
特此公告。

富奧汽車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3年4月24日

股東名稱

深圳市萊英達集
團有限責任公司

合計

減持方式
大宗交易

集中競價

減持期間
2013年2月27日
2013年4月1日
2013年4月2日
2013年4月3日
2013年4月9日
2013年4月10日
2013年4月15日
2013年4月16日
2013年4月17日
2013年4月19日

——

減持均價（元）
8.92
8.39
8.35
8.20
8.24
8.15
8.27
8.19
8.16
8.78
——

減持股份（股）
2,000,000
72,023
405,808
190,200
435,749
621,600
531,351
83,600
159,800

1,584,000
6,084,131

股份總數（股）
288,420,000

1,298,695,140
1,298,695,140
1,298,695,140
1,298,695,140
1,298,695,140
1,298,695,140
1,298,695,140
1,298,695,140
1,298,695,140

——

減持比例
0.69%
0.01%
0.03%
0.01%
0.03%
0.05%
0.04%
0.01%
0.01%
0.12%
1.01%

股東名稱

深圳市萊英達集團有
限責任公司

股份性質

合計持有股份
其中：無限售條件股份
有限售條件股份

本次減持前持有股份
股數
25,264,131
25,264,131

0

佔總股本比例
8.76%
8.76%

本次減持後持有股份
股數
19,180,000
19,180,000

0

佔總股本比例
1.48％
1.48％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Circle Bar

現特通告：歐陽立國其地址為九龍深
水埗白楊街1A-1B號永華大廈7樓A室
，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旺角西洋
菜南街246至248號永興隆大廈1字樓
Circle Bar的酒牌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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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Circle Bar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Au Yeung Lap
Kwok, Amos of Flat A, 7/F, Winfair Mansion,
1A-1B Poplar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Circle Bar at 1/F Wing Hing Lung Bldg.,
246-248 Sai Yeung Choi Street South,
Mongkok, Kln. *with endorsement of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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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2013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ORIGIN

現特通告：Orpia Mauren Pabio其
地址為香港中環雲咸街48號地下，
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中環雲
咸街48號地下ORIG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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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ORIGIN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Orpia Mauren
Pabio of G/F., 48 Wyndham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ORIGIN at G/F., 48
Wyndham Street, 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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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25-4-2013

申請酒牌公告
THE TUCK ROOM

現特通告：李岡輿其地址為香港田
灣石排灣道55號2101室，現向酒牌
局申領位於香港跑馬地源遠街14號
後座地下THE TUCK ROOM
的酒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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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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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10500
28311730

傳真：283466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