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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為裝裱不善 預計明年完工

▲《杜蘭朵》演出劇照

證券簡稱：深赤灣 A/深赤灣 B

昨日，中大文物館副館長姚進莊在呂壽琨水墨名作修
復工程媒體發布會上，以現場六張尚待修復的呂壽琨真跡
，講解畫家作品的保存及修復意義。他表示，從呂壽琨創
作可窺探香港現代水墨發展的軌跡，呂壽琨最早接受中國
傳統文人水墨畫訓練，畫家在一九五○年代由西方藝術汲
取靈感，作品抽象、富有創意，但同時呂壽琨卻也取道佛
家禪宗思想，他的 「禪畫」更是獨具特色。這次進行修復
的三十幅畫中有二十九幅來自呂壽琨家人提供。
姚進莊以 「禪畫」代表作《禪荷》為例，分析起現階
段此畫的保存狀態。他說： 「這張創作於一九七○年的巨
幅作品，乍看沒有什麼問題，實際的弊病卻在於畫框太小
。裱畫講究以 『有限方寸展現無限空間』，倘若畫框太小
，會令畫無法 『透氣』，這張畫的裱框需在我們修復後，
調整到寬九十公分、長一米七五左右的尺寸。」

全球藝術保護項目
是次修復工作將由中大文物館高級工藝美術師謝光寒
帶領，在文物館內裝裱室展開。謝光寒取出呂壽琨繪於一
九六八年的《仿吳鎮山水》，將畫作背面展示給記者，在

公告編號：2015-003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屆董事會 2015 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一、董事會會議召開情況
1.董事會會議通知的時間和方式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5 年 1 月 26 日以專人送達和電子郵件的方式發出第八屆董事會 2015 年度第一次臨時會
議的書面會議通知。
2.董事會會議的時間、地點和方式
會議於 2015 年 1 月 29 日召開，採取通訊方式進行並做出決議。
3.董事會會議董事出席情況
會議應參加董事九人，共有九人參與通訊表決。
4.會議的召開符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和《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規定。
二、董事會會議審議情況
1.《關於公司擬申請發行超短期融資券的議案》
表決結果為同意 9 票、反對 0 票、棄權 0 票，審議通過公司《關於公司擬申請發行超短期融資券的議案》，同意公
司向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申請註冊發行金額不超過人民幣 16 億元的超短期融資券（方案見附件一），用於償還
債務及補充營運資金。本次超短期融資券的發行尚需獲得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的批准。同意將此事項提交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
2.《關於公司擬申請發行中期票據的議案》
表決結果為同意 9 票、反對 0 票、棄權 0 票，審議通過公司《關於公司擬申請發行中期票據的議案》，同意公司向
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申請註冊發行金額不超過人民幣 8 億元的中期票據（方案見附件二），用於調整公司債務結
構及補充營運資金。本次中期票據的發行尚需獲得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的批准。同意將此事項提交公司 2015 年
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
3.《關於 2015 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會期及議程安排的議案》
表決結果為同意 9 票、反對 0 票、棄權 0 票，審議通過公司《關於 2015 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會期及議程安排的
議案》，並授權秘書處負責股東大會相關籌備工作。股東大會會期及議程安排詳情請見公司同日公告的《關於召開
2015 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公告編號 2015-004）
三、備查文件
經與會董事簽字的第八屆董事會 2015 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
特此公告。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零一五年一月三十日
附件一：擬申請超短期融資券的方案
一、發行超短期融資券的目的：
1. 通過發行超短期融資券可進一步拓寬公司融資渠道，並增強公司 債務融資工具的流動性；
2. 超短期融資券的發行利率根據時間長短不同，遠低於市場同期銀行借款利率，同時靈活的發行期限搭配及循環
發行的周期安排，可充分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
二、發行規模：擬註冊規模為不超過人民幣 16 億元。實際發行規模將根據實際資金需求在註冊額度內確定。
三、發行超短期融資券的資金用途：公司發行超短期融資券募集的資金將用於償還債務、補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的營運資金。
四、發行日期：公司將根據實際資金需求情況，在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註冊有效期（兩年）內分期擇機發
行。
五、發行期限：發行期限不超過 270 天，可以為 1 天、7 天、14 天、21 天、1 個月、2 個月、3 個月、6 個月和 9 個月
。公司可以根據自身流動資金需求，實現資金期限的靈活組合搭配。
六、超短期融資券發行方式：由主承銷商以餘額包銷方式在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公開發行。
七、超短期融資券發行利率：公司本次申請註冊的超短期融資券按面值發行，發行利率根據各期發行時銀行間債
券市場的市場狀況，由公司與主承銷商根據發行情況共同協商確定。
八、發行對象：面向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的機構投資者（國家法律法規禁止的購買者除外）發行。
公司超短期融資券的發行，尚需獲得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獲准註冊，並在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接受發行
註冊後兩年內實施。
附件二：擬申請中期票據的方案
一、發行中期票據的目的：
1. 通過發行中期票據可進一步拓寬融資渠道、優化公司長短期債務結構、更好的切合公司實際融資需求；
2. 中期票據的還款方式為按年付息，一次還本，通過發行中期票據可降低公司短期償債壓力。
二、發行中期票據的規模：擬註冊規模為不超過人民幣 8 億元。實際發行規模將根據實際資金需求在註冊額度內確
定。
三、發行中期票據的資金用途：公司發行中期票據的資金將用於調整公司的債務結構、補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
營運資金。
四、發行中期票據的日期：公司將根據實際資金需求情況，在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註冊有效期（兩年）內
分期擇機發行。
五、發行中期票據的期限：根據公司資金需求情況，發行期限可以為 3 年／5 年／3+2 年（3+2 年為發行後 3 年末可
選擇提前兌付）。
六、中期票據發行方式：由主承銷商以餘額包銷方式在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公開發行。
七、中期票據發行利率：公司本次申請註冊的中期票據按面值發行，發行利率根據各期發行時銀行間債券市場的
市場狀況，由公司與主承銷商根據發行情況共同協商確定。
八、中期票據發行對象：面向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的機構投資者（國家法律法規禁止的購買者除外）發行。
公司中期票據的發行，尚需獲得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獲准註冊，並在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接受發行
註冊後兩年內實施。
證券簡稱：深赤灣 A/深赤灣 B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一、召開會議基本情況
1. 股東大會屆次：2015 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
2. 召集人：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或 「本公司」）董事會（2015 年 1 月 29 日召開的公司第八屆董
事會 2015 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審議並全票通過《關於 2015 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會期及議程安排的議案》）。
3. 合法合規性：會議的召開符合相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和《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關規定。
4. 召開會議日期和時間：
（1）現場會議：2015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二）15：00；
（2）網絡投票：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進行網絡投票的時間為2015年3月24日9：30-11：30，13：00-15：00
；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互聯網投票系統投票的時間為2015年3月23日15：00至2015年3月24日15：00期間的任意時間。
5. 召開方式：現場表決和網絡投票相結合。
（1）現場表決：股東本人出席現場會議或者通過授權委託書委託他人出席現場會議；
（2）網絡投票：公司將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和深圳證券交易所互聯網投票系統（http：//wltp.cninfo.com.
cn）向全體股東提供網絡形式的投票平台，股東可以在網絡投票時間內通過上述系統行使表決權。
6. 投票規則：股東大會股權登記日登記在冊的所有股東，均有權通過相應的投票系統行使表決權，但同一股份只
能選擇現場投票、網絡投票中的一種表決方式。同一表決權出現重複表決的以第一次投票結果為準。公司股東或其委
託代理人通過相應投票系統行使表決權的表決票數，與現場投票的表決票數一起計入本次股東大會的表決權總數。
7. 出席對象：
（1）在股權登記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東。
於股權登記日 2015 年 3 月 17 日（星期二）下午收市時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記在冊的本
公司全體股東或其授權委託的代理人（該代理人可以不必是公司的股東）。其中，B股的股權登記日要求股東持有的公司股
份登記在冊，投資者應在股權登記日之前的第3個交易日（即B股股東能參會的最後交易日）或更早買入公司股票方可參會。
如同一股東分別持有本公司 A、B 股，股東應當通過其持有的 A 股股東帳戶與 B 股股東帳戶分別投票。
（2）本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3）本公司聘請的律師。
8. 地點：深圳市赤灣石油大廈 8 樓第一會議室。
二、會議審議事項
1.議案名稱
（1）審議《關於公司擬申請發行超短期融資券的議案》
（2）審議《關於公司擬申請發行中期票據的議案》
2.披露情況
上述議案內容詳見於 2015 年 1 月 30 日在《證券時報》、《大公報》及巨潮資訊網（http：//www.cninfo.com.cn）公
告的公司第八屆董事會 2015 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
三、會議登記方法
1.登記時間及地點：2015 年 3 月 18 日-2015 年 3 月 20 日，每個工作日 9：00-17：00，深圳市赤灣石油大廈 8 樓。
2. 記方式：
（1）法人股東的法定代表人憑股東帳戶卡、法人代表證明書、加蓋法人股東公章的營業執照複印件和本人身份證
登記；委託代理人出席的，還需持有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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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憑證及本人身份證登記；委託代理人出席的，還需持有授權委託書及出席人身

仔細端詳後，他總結出畫作裝裱的三個問題：裝裱紙過於
堅硬、漿料材質不好、裝裱師傅在細節上處理不當。針對
這些問題，謝光寒認為修復的最大難度在於掌控滲水的時
間，但有三十年裝裱經驗的他有信心在過程中隨時調整、
力 求 完 善 。 美 銀 美 林 亞 太 區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主 管 Lilian
Chong指出， 「全球藝術保護項目」是美銀美林為全球各
地非牟利博物館提供資助的一個項目，自二○一○年開始
先後資助了全球二十七個國家及地區的博物館共七十二項

委託價格

議案名稱

總議案

所有議案

100

議案 1

《關於公司擬申請發行超短期融資券的議案》

1.00

議案 2

《關於公司擬申請發行中期票據的議案》

2.00

③在 「委託股數」項下填報表決意見，1 股代表同意，2 股代表反對，3 股代表棄權決；
④股東對總議案進行投票，視為對所有議案表達相同意見。
⑤在股東對同一議案出現總議案與分議案重複投票時，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為準。如股東先對分議案投票表決，再
對總議案投票表決，則以已投票表決的分議案的表決意見為準，其他未表決的議案以總議案的表決意見為準；如先對
總議案投票表決，再對分議案投票表決，則以總議案的表決意見為準。
⑥對同一議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報為準，不得撤單；
⑦不符合上述規定的投票申報無效，視為未參與投票。
2、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互聯網投票系統的投票程序
（1）互聯網投票系統開始投票的時間為 2015 年 3 月 23 日下午 3：00，結束時間為 2015 年 3 月 24 日下午 3：00。
（2）股東通過互聯網投票系統進行網絡投票，需按照《深圳證券交易所投資者網絡服務身份認證業務指引（2014
年 9 月修訂）》的規定辦理身份認證，取得 「深交所數字證書」或 「深交所投資者服務密碼」。
（3）股東獲取身份認證的具體流程：按照《深圳證券交易所投資者網絡服務身份認證業務指引（2014 年 9 月修訂
）》的規定，股東可以採用服務密碼或數字證書的方式進行身份認證。申請服務密碼的，請登陸網址 http：//wltp.
cninfo.com.cn 的密碼服務專區註冊，填寫相關信息並設置服務密碼。如服務密碼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前發出後，當日
下午 13：00 即可使用；如服務密碼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後發出後，次日方可使用。申請數字證書的，可向深圳證券信
息公司或其委託的代理發證機構申請。
（4）股東根據獲取的服務密碼或數字證書登錄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規定時間內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互聯
網投票系統進行投票。
五、其他事項
1. 會議聯繫方式：
聯 繫 人：胡靜競、陳丹
聯繫電話：86-755-26694222 轉秘書處
聯繫傳真：86-755-26684117（傳真請註明：股東大會登記）
聯繫地址：深圳市赤灣石油大廈 8 樓
郵
編：518067
2. 會議費用：本次股東大會會期半天，與會股東食宿及交通費自理。
六、授權委託書（見附件）
七、備查文件
公司第八屆董事會 2015 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
特此公告。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零一五年一月三十日
附件：
授權委託書
茲委託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並
對全部議案代為行使表決權。
委託人姓名：___________ 委託人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
委託人股東帳號：___________ 委託人持股數：A/B 股__________股
被委託人姓名：___________被委託人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
委託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期限：__________________
委託人簽字：________________
受託代理人簽字：_______________
委託人對下述議案表決如下（請在相應的表決意見項下劃 「 」）：
議案序號

議案內容

1
2

《關於公司擬申請發行超短期融資券的議案》
《關於公司擬申請發行中期票據的議案》

同意

證券簡稱：深赤灣 A/深赤灣 B

表決意見
反對

棄權

公告編號：2015-005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監事辭職公告

修復工程，此次資助香港中文大學修復呂壽琨名作，有助
於幫助社會各界加深對香港藝術文化遺產的認識。
同場出席的嘉賓還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
長兼文學院院長梁元生、中大文物館館長蘇芳淑，梁元生
稱呂壽琨自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曾在中文大學建築系及中
大校外進修課程教授水墨畫，去年中大文物館也為紀念呂
壽琨與高劍父舉辦了 「
殊 『
涂』同歸」作品展，皆證明了
呂壽琨與中大的「不解之緣」
。

證券簡稱：深赤灣 A/深赤灣 B

【 大 公 報 訊 】 意 大 利 音 樂 家 Vito
Nicola Paradiso將於二月十三日在柴灣青年
廣場舉行一場結他獨奏會，用結他獨奏演繹
原創古典南意大利音樂。
Paradiso於一九八七年獲得卓越結他演
奏文憑。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他參與了多
個國內和國際性的結他比賽，並奪得一系列
獎項，包括拿坡里Pergolesi比賽金獎，以及
因佩里亞的國際San Bartolomeo a Mare比
賽金棕櫚獎。Paradiso以本土意大利的悠揚
▲Paradiso將演繹多首
曲目聞名，他創作了富感染力的結他獨奏改
本土意大利曲目
編曲，不但是一位出色的演奏家，還是優秀
的作曲家和教師。作為演奏家，Paradiso曾於世界各地演出，如意大利
、法國、英國和德國。二○一二年起，他更分別於墨西哥、阿根廷和美
國進行巡迴表演。除結他獨奏外，他亦是一位室樂師，參與二重奏、大
型管弦樂團及與著名音樂家合奏等。另外，他亦致力推廣弦樂，擔任弦
樂音樂節Pizzicar de Corda的藝術總監。
「Vito Nicola Paradiso結他獨奏會」將於二月十三日（星期五）晚
上八時於柴灣柴灣道青年廣場Y綜藝館舉行，為免費活動，觀眾可透過
以下網站留座：http://tinyurl.com/kffkuzg。

申請酒牌轉讓啟事
太平洋酒吧
現特通告：陳詠祖其地址為新界屯門
友愛邨愛勇樓1426室，現向酒牌局申請
把位於新界大埔廣福道51-59號中嘉閣
地下B1號舖太平洋酒吧的酒牌轉讓給
劉佩敏其地址為新界上水太平邨平熙
樓9樓912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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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30日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OF LIQUOR LICENCE
BAR PACIFIC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an Wing Cho of
Room 1426, Oi Yung House, Yau Oi Estate,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Bar Pacific at Shop B1, G/F, Central
Plaza 51-59, Kwong Fuk Road, Tai Po, New
Territories to Lau Pui Man of Room 912, 9/F,
Ping Hay House, Tai Ping Estate, Sheung Shui,
New Terri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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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 Po Complex, No.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30-1-2015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邵氏製作有限公司、北京溢通導明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2015）穗越法民四初字第31號原告廣
東新華展望傳媒有限公司訴被告邵氏製作有限公司、
第三人北京溢通導明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擔保合同糾紛
一案，因你（被告邵氏製作有限公司為港澳註冊法
人）目前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最高人民法
院關於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書送達問題若干規
定》第九條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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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提出答辯狀的期限為公告期滿
後的三十日內，舉證期限為三十日內（含答辯期三十
日）。本案定於2015年6月15日10時00分在本院242法
庭公開開庭審理，逾期將依法缺席判決。

梁咏：
本院受理的（2013）穗越法民三初字第2726
號原告廣州城建開發物業有限公司訴被告梁咏
物 業服務合同糾紛一案，已審理終結。因用其
他方式無法向你送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
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書送達問題若干規定》
第九條的規定，現依法向你公告送達本案民事判
決書。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
為送達。如不服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
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
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
院。逾期不上訴，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一五年一月三十日

公

本公司及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本公司監事會於 2015 年 1 月 29 日收到公司監事餘利明先生提交的書面辭職報告，餘利明先生因工作變動的原因，
申請辭去其監事會主席及監事職務。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餘利明先生的辭職自辭職報告送
達公司監事會時生效。
余利明先生的辭職不會導致公司監事會監事人數低於法定最低人數，不會影響公司監事會的正常運作。
在此，本公司衷心感謝餘利明先生在任職期間對公司所做出的貢獻。
特此公告。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監 事 會
二零一五年一月三十日
證券代碼：000022/200022

本報攝

意結他名家獻藝

議案序號

公告編號：2015-004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 2015 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

Chong、梁元生及蘇芳淑合影

份證登記；
（3）股東可用信函或傳真方式登記。信函、傳真均以 2015 年 3 月 20 日 17：00 以前收到為準；
（4）現場出席會議的股東及股東代理人，請於會前半小時攜帶相關證件，到會場辦理登記手續。
四、參與網絡投票的股東的身份認證與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東大會上，公司將向全體股東提供網絡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東可以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和
深圳證券交易所互聯網投票系統（http：//wltp.cninfo.com.cn）參加網絡投票。公司股東只能選擇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
中的一種表決方式。如同一股份通過現場和網絡投票系統重複進行表決的，表決結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結果為準。
1、採用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碼：360022。
（2）投票簡稱：赤灣投票。
（3）投票時間：2015 年 3 月 24 日的交易時間，即 9：30-11：30、13：00-15：00。
（4）在投票當日， 「赤灣投票」 「昨日收盤價」顯示的數字為本次股東大會審議的議案總數。
（5）通過交易系統進行網絡投票的操作程序：
①進行投票時買賣方向應選擇 「買入」；
②在 「委託價格」項下填報本次股東大會的議案序號，如申報價格 100 元代表對總議案進行表決；申報價格 1.00
元代表對議案 1 進行表決。每一議案應以相應的價格分別申報，具體情況如下：

證券代碼：000022/200022
證券代碼：000022/200022

▲嘉賓姚進莊（左起）、Lilian

謝光寒（左）與姚進莊在裝
▲
裱室檢查畫作
本報攝

證券代碼：000022/200022

專家現場 「應診」

姚進莊介紹呂壽琨畫作的保
▼
存及修復意義
本報攝

【大公報訊】香港芭蕾舞團舞
劇《杜蘭朵》繼去年十一月遠赴美
國巡演，於明尼亞波利斯諾斯洛普
演藝中心呈獻一連兩場的《杜蘭朵
》演出後，香港芭蕾舞團將於二月
六至八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演出五場，重演這齣精彩的芭蕾
舞劇。
香港芭蕾舞團近日為觀眾介紹舞團獨舞員劉
苗苗及李林，他們將首次飾演杜蘭朵及卡拉富，
於二月七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及二月八日晚上七時
三十分的演出亮相。剛獲晉升為首席舞蹈員的張
思園，則將會再次夥拍李嘉博，於二月六日晚上
七點三十分及二月七日晚上七時三十分演出，而
劉昱瑶及魏巍則將於二月八日下午二時三十分演
出。
《杜蘭朵》改編自普契尼的同名歌劇，澳洲
編舞家娜泰莉．維亞將充滿力量、慾望及仇恨的
《杜蘭朵》變為震撼視覺神經的芭蕾舞劇。伴以
原著音樂，維亞的編舞盡顯香港芭蕾舞團舞蹈員
觸動人心的舞蹈；幕幕懾人心魄，讓觀眾與舞蹈
員一同經歷舞作。
此外，二月六日（星期五）晚上六點五十分
於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二樓大堂，還有《杜蘭朵
》的演前講座。
該講座將簡介普契尼這齣名作的歷史，由歌
劇轉變成舞劇的過程；以及多個深受歌劇影響的
芭蕾舞劇改編作品。講座長約二十分鐘，可憑《
杜蘭朵》門票免費入場。以英語主講，輔以廣東
話翻譯。
《杜蘭朵》門票現於城巿售票網公開發售，查
詢演出詳情可電二一○五九七四三。

【大公報訊】記者周婉京報道：有香港藝壇 「啟明星
」之稱的水墨名宿呂壽琨，他創作於一九六○至七○年間
的三十幅水墨作品，卻因裝裱不善，畫作在背面起泡或生
出褶皺，造成畫作有中間斷裂的可能。為保存香港藝術遺
產，美銀美林現以 「全球藝術保護項目」資助並協助香港
中文大學文物館，展開呂壽琨水墨名作修復工程，項目預
計將於二○一六年完成。

呂
▼壽琨作品《禪荷》

港芭公布《杜蘭朵》演員

中大修復呂壽琨30幅畫作

公告編號：2015-006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完成全資子公司深圳赤灣港運糧食碼頭有限公司
註銷登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一、吸收合併事項概述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本公司」）於 2013 年 4 月 23 日召開的第七屆董事會 2013 年度第五次臨時會議
及 2013 年 5 月 21 日召開的 2012 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關於吸收合併深圳市赤灣碼頭有限公司和深圳赤灣港運糧食
碼頭有限公司的議案》，同意由本公司吸收合併深圳市赤灣碼頭有限公司（下稱 「碼頭公司」）和深圳赤灣港運糧食
碼頭有限公司（下稱 「港運糧食」），統一經營赤灣港區散雜貨業務。本次吸收合併後，碼頭公司和港運糧食將註銷
，本公司將成為赤灣港區散雜貨業務的經營主體。相關決議公告詳見 2013 年 4 月 24 日及 2013 年 5 月 22 日公司於證券時
報、大公報及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公告編號：2013-027 及 2013-034）。
為履行本次吸收合併，本公司與港運糧食、赤灣港航（香港）有限公司簽訂了《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赤
灣港航（香港）有限公司和深圳赤灣港運糧食碼頭有限公司之吸收合併協議》，並報請深圳市經濟貿易和信息化委員
會批准本公司與港運糧食合併。2014 年 10 月 24 日本公司已公告獲得《深圳市經濟貿易和信息化委員會初步同意公司吸
收合併港運糧食的批覆》的事項，詳見證券時報、大公報及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公告編
號：2014-043）。
2015 年 1 月 17 日，本公司已公告獲得深圳市經濟貿易和信息化委員會《關於同意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和深
圳赤灣港運糧食碼頭有限公司合併的批覆》的事項，同意本公司與港運糧食以吸收合併形式合併，本公司為存續公司
，港運糧食因吸收合併而解散，其所有的債權、債務及財產由本公司承繼。吸收合併後，本公司股本總額、註冊資本
、經營範圍均不變。詳見證券時報、大公報及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公告編號：2015-002）。
二、完成吸收合併事項
近日，港運糧食已在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辦理完成註銷登記手續，取得了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核發的《企業註銷
通知書》。
特此公告。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零一五年一月三十日

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林金美、廖松洲、廖鴻鈞、廖澤霖、廖新民、廖熾南、
廖婉儀、呂珩伉、吳熙暉、吳婉暉、吳嫻暉、廖美葆：

本院受理（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436號原告
廖澤桓訴被告林金美、廖恩成、廖松洲、廖鴻鈞、廖
澤霖、廖新民、廖熾南、廖婉儀、呂珩伉、吳熙暉、
吳婉暉、吳嫻暉、廖美葆繼承糾紛一案，因你（為港
澳居民）目前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最高人
民法院關於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書送達問題若干
規定》第九條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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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提出答辯狀的期限為公告期
滿後的三十日內，舉證期限為三十日內（含答辯期三
十日）。本案定於2015年6月9日15時30分在本院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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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