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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甲午年董事局就職

佛山工商聯新春聯歡晚會
【本報訊】香港佛山工商聯會於
日前在金鐘名都酒樓，舉行該會甲午
年新春聯歡晚會，500多名嘉賓、會
員及友好歡聚一堂。該會會長連廣成
致詞時表示，當前香港的政治形勢十
分嚴峻，政治博弈頗為尖銳和激烈。
該會作為愛國愛港愛家鄉的社團，定
當繼續支持特區政府依基本法施政，
維護 「
一國兩制」的方針，當前做好
有關香港的政改諮詢工作。
出席晚會的嘉賓包括：行政會議
成員兼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佛山市
委統戰部副部長、佛山市宗教局局長
張建輝；佛山市婦女及兒童慈善會名
譽會長許美心、吳培英；佛山市婦聯
主席曾穎、副主席陳湛德；友會嘉賓
：蘇李秀英、關亨時、游暢新、盧浩
宏、黃甘培、關庭蔭、陳勁輝、陳延
邦。

曾德成主禮 施榮恆接任主席
【大公報訊】東華三院作為全港
歷史最悠久及規模最大的慈善服務機
構，一直以來秉承 「救病拯危、安老
復康、興學育才、扶幼導青」 的服務
承諾，盡心服務香港144載，該院癸
巳年和甲午年董事局交代就職典禮日
前隆重舉行，邀得民政事務局局長曾
德成主禮。恆通資源集團董事、上海
市政協委員施榮恆榮膺甲午年主席。

▶東華癸巳年主席陳婉珍（左）移交契據及印信予甲午年
主席施榮恆（右）

◀新膺主
席施榮恆
（前排右
）聯同董
事局成員
宣誓就職
，曾德成
（圖中）
監誓

施榮恆致辭時表示，東華得以成功推行各
項計劃，有賴政府匡扶指導及社會熱心人士對
該院的支持，並透露今年度董事局已為醫療、
教育及社會福利服務預留4億1500萬元。

非醫院開支年近32億
施榮恆續說，東華三院的服務單位已增加
至279個，每年的非醫院服務經常性開支接近
32億元。
施榮恆其後介紹該院今年度計劃。該院將
引進療效顯著的中醫治療方法、加強檢定工作
，並計劃成立中央煎藥房。至於教育，該院將
募集善款100萬元，推行 「體藝精英支援計劃
」，資助體藝尖子持續培訓及參與大型競賽。
至於社會服務，該院預計於明年東華三院
戴麟趾安老院重建計劃竣工後，可提供之長者

住宿名額將倍增至410個。扶貧方面，東華三
院將於深水埗白田邨開設第二間社區飯堂 「膳
深軒」，以10元價錢提供每日兩次熱食餐膳。
曾德成於交代就職典禮上頒發獎狀予甲午
年度董事局成員及顧問，並為新一屆董事局主
持監誓儀式。
他盛讚過去百多年間，東華與香港同步發
展，與市民同舟共濟，植根香港，心繫國家，
並表示新任主席施榮恆等董事局同仁熱心公益

，才幹卓著，相信定能秉持優良傳統，惠澤社
群，令善業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東華三院甲午年董事局成員包括主席施榮
恆，副主席何超蕸、馬陳家歡、李鋈麟、王賢
誌、陳祖恒，總理鄧明慧、洪若甄、黃業光、
區宇凡、馮少雲、蔡榮星、馬志遠、文穎怡、
廖偉麟、馬清揚、李曠怡、楊嘉成、諸承譽及
曾慶業等。

廠商會與前海管理局簽協議
【大公報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
會日前接待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
業合作區管理局代表，共同探討兩地
經貿合作新領域，並簽署合作協議。
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
區管理局以副局長何子軍為代表到訪
，並由廠商會會長施榮懷主持接待。
何子軍表示前海現今正積極發展金融
服務業，吸引了大量香港年輕人於當
地設立新基地。施榮懷表示，該會會

▲張雲楓（前排左六）率全體理事及主禮嘉賓祝酒
◀楊祖坤在2014年會員大會上作會務報告

適應： 寒咳、燥熱咳、傷風咳、老人咳、小兒

CIACOE
現特通告：陳子樂其地址為九龍何
文田山5號文豪閣A座12樓D室，現
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灣仔月街
1-3號地下A舖CIACO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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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5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CIACOE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an Tsz Lok,
Thomson of Flat D, 12/F., Mountain Court
Block A, 5 Ho Man Tin Hill Rd., Kl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CIACOE at Shop A, G/F., Nos. 1-3 Moon
St., Wan Chai,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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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5-4-2014

嚴防影射假冒

東南亞： 聯福藥業（私人）有限公司
總發行 LUEN FOOK MEDICINE CO., (PTE) LTD. SINGAPORE

申請酒牌啟事
震陞雲南飲食
每年的金秋十月，北京昌平的蘋果進入採摘季時
，昌平蘋果文化節就會開幕，至今已經舉辦了十屆。
昌平區崔村鎮真順果園王麗有 10 畝果園，品種以王
林和富士為主，每年產量達萬餘斤。在十年間，王麗
華家也依靠這十畝蘋果樹，蓋起了三百平米的兩層小
洋樓。昌平區興壽鎮桃林果園的蘭曉華承包了 20 畝
蘋果園，她每年的毛收入在 30 萬元以上，很多城裡
的白領都羨慕她的 「高收入」。
據昌平區農委主任董錦華介紹，經營蘋果產業、
舉辦蘋果文化節採摘活動，其最 「實在」的目標就是
：讓農民的蘋果銷售順暢，讓市民喜歡吃昌平的蘋果
，最後，讓農民高興、市民滿意。隨着農業產業結構
不斷優化升級，昌平區都市型現代農業集群呈現爆發
式 集 體 增 長 。 2012 年 ， 昌 平 區 生 產 優 質 百 合 切 花
612.6 萬枝，百合商品球 600 萬粒，實現產值 7525 萬
元；已建成蘋果標準化果園 3 萬畝以上，有效帶動種
植專業戶 2000 餘戶；在山區半山區鎮推廣傳統林果
業，新建甜柿示範點 7 個，恢復發展燕山板栗、核桃
、櫻桃、京白梨等傳統珍稀小果品 15 萬畝。
據悉，昌平區在北京市 「十二五」時期，將按照
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規劃，實現以 「一花三果」為主
導的都市型現代農業跨越式發展。充分挖掘農業的生
產、服務、生態和社會功能，促進都市型現代農業、
文化創意產業和旅遊休閒產業融合發展，實現農業增
效、農民增收。積極探索創意農業、會展農業、體驗
農業、觀光休閒農業等多種模式，賦予農業
新的內涵，滿足城市居民的需求，創
造特色品牌。

現特通告：王譯鈿其地址為新界
葵涌安蔭邨盛蔭樓35樓10室，現
向酒牌局申領位於新界葵涌信芳
街35號及37號葵福大廈地下1號及
2號舖震陞雲南飲食的酒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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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5日

保護林木 防止山火

諸般咳、白痰濃痰、喉嚨乾燥痛癢等症

功能： 除痰火、清燥熱、潤喉順氣。

︵注意︶非洲海底椰標止咳露特效配劑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購買正貨時請認明非洲海底椰標止咳露
經香港衛生署藥物註冊認可 註冊編號：HK49974
總代理：香港瑞昌藥業有限公司
香港上環禧利街十五號一樓
電話：2544 4859 傳真：2544 4248

創意農業 農業增值新模式

各地發展觀光農業的成功經驗表明，開發農業多
重功能，可以產生巨大經濟效益，為 「三農」發展開
闢全新空間。正如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
原常務副主席厲無畏所說，創意農業特色及優勢在於
能夠構築多層次的全景產業鏈，通過創意把文化藝術
活動、農業技術、農副產品和農耕活動，以及市場需
求有機結合起來，形成彼此良性互動的產業價值體系
，為農業和農村的發展開闢全新的空間，並實現產業

藥甜效強，老幼咸宜

2012 年，在昌平舉辦的世界草莓大會，讓北京的
草莓走向了世界，昌平的草莓產業發展規模由 2000
棟日光溫室增加到了 10000 棟，年產量由 200 萬公斤
增加到 1200 萬公斤以上，年收入由 4000 萬元增加到
3.88 億元，解決了 3500 餘戶農民的就業問題。

請依方單說明

現代農業集群助農民致富

服用，功效

價值的最大化。

神速。

北京昌平
引都市現代農業發展新格局

3 月到 5 月，北京最大的農業盛事就是第二屆北
京農業嘉年華。短短半個月的時間裡，農業嘉年華已
接待了 15 萬名遊客前來參觀，這是昌平為古都北京
打造的一場趣味盎然的農業節慶。農業嘉年華裡遊客
會看到 3 米長的絲瓜、拳頭大的冬瓜、可以挑出 「粉
絲」的金絲攪瓜、紫色的胡蘿蔔、番茄秧上長着馬鈴
薯、拖鞋形狀的蘭花，這些創意農業讓遊客應接不暇
。記者看到陽台農業、水箱種植等新型種植模式，作
為對土地的替代，如果能夠很好地解決技術複雜、成
本高昂的問題，可以獲得一定的市場空間。北京農業
嘉年華上，一個個別出心裁的創意農業體驗打破了人
們對傳統農業的認知，展現了創意農業良好的發展前
景。

鼓勵本地中小企業到前海投資或考察
，也可向香港政府反映前海發展時所
遇到的問題。
陪同到訪還包括深圳市前海深港
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秘書處副主
任陶珺。廠商會出席接待者尚包括副
會長李秀恆、顏吳餘英、常務會董黃
家和、鄧燾、何煜榮、李嘉惠、戴澤
良、會董張壽文、余德明、蔡少森、
陳長有、羅台秦等。

◀施榮懷
（前排右）
與 何 子
軍（前排
左）簽署
合作協議

北京昌平農業嘉年華系列報道五

【大公報記者李銳北京報道】 北京是一座國
際化大都市，農業作為世界城市的特色產業，不僅要
為城市農產品供應和應急安全提供基本保障，還要為
城市發展提供生態支持和市民休閒生活創造新空間。
近幾年，北京市農業發展勢頭迅猛。以北京昌平
為例，2012 年，在昌平舉辦的世界草莓大會，讓北京
的草莓走向了世界，中國的草莓科研水平至少提速了
5—10 年。連續兩年，昌平借助 「嘉年華」的新模式
，創造性地把娛樂體驗、園藝觀光、博覽展銷、創意
設計等元素融入農業，實現了農業與旅遊休閒、文化
創意、現代流通等產業相互促進，引領北京都市型現
代農業發展的新格局。

連廣成續表示，日前港島海怡西
區區議員補選中，該會榮譽顧問葉劉
淑儀的新民黨成員陳嘉珮擊敗 「人民
力量」和 「
民主黨」的候選人，成功
當選，該會同人表示祝賀。今後該會
將一如既往，凝聚與佛山市有關的工
商界朋友，促進團結以壯大發展。
該會出席者有：永遠會長潘以和
、劉侶、梁華濟、劉本章、郭永猷；
副會長黎民中、蘇祖耀、潘錦權、符
瑞、何綺蓮、李世雄；永遠榮譽會長
：羅德雄；永遠名譽會長黎元輝；該
會之佛山市政協委員：夏德建、廖漢
輝、關國華、謝孔雲、葉運聰、羅家
聰；香港佛山工商聯會專業人士部部
長戴少清等。
席間，香港廣西南寧同鄉會及佛
山工商聯之友同台歌舞助興，並有幸
運抽獎，氣氛熱鬧。

▲連廣成（前排左三）與嘉賓及首長祝酒

資深傳媒人聯會賀四周年
【大公報訊】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日前舉行慶祝成立
四周年暨會員大會聯歡晚宴，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新聞辦公
室副主任趙煦、該會永遠名譽會長張國強、龐日昌及名譽會長
貝鈞奇與該會創會會長張雲楓、理事長楊祖坤、副理事長吳壽
南主禮。參加晚會的來賓和會員逾300人，氣氛熱鬧。
楊祖坤致詞時介紹會務概況。他說，在社會各界及全體同
仁大力支持下，會員增幅逾24%，充分說明該會已成為新聞同
業的大家庭。他表示，該會秉承 「創造友誼平台，促進團結交
流」宗旨，去年舉辦蛇宴、旅遊及國事時事講座共12項活動，
數量為歷年之冠，而且普遍為社會人士支持和贊助。
該會創會會長張雲楓向亞視高級副總裁葉家寶致送顧問聘
書，同時向吳歷山醫生和林華女中醫師致送醫事顧問聘書。
綜合藝術表演家王林在聯歡晚會上精彩表演，博得全場熱
烈掌聲。陳勝昌的二胡演奏和袁軼夢的新疆舞踏表演，亦深受
好評。

星期六

申請酒牌公告
Le Quinze Vins Hong Kong

現特通告：李達光其地址為九龍
維港灣3座8樓F室，現向酒牌局
申領位於香港灣仔汕頭街9號地
下Le Quinze Vins Hong Kong的
酒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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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四年四月五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易黎明：
本院受理（2014）穗越法民四初字第19號
原告毛再榮訴被告易黎明民間借貸糾紛一案，
因你（德國國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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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
月19日08時45分在本院3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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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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