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孔小敏、孔小梅、葉國雄、葉國堯、葉毓儀：

本院受理（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959號
原告葉翠屏、葉翠嬋訴被告李愛嫦等人繼承糾紛
一案，因你們目前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的規
定，向你們公告送達開庭傳票。被告孔小梅、葉
國雄、葉國堯、葉毓儀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
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們提出答辯狀的期限為公
告期滿後的三十日內，舉證期限為公告期滿後三
十日內。被告孔小敏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
十日即視為送達。你提出答辯狀的期限為公告期
滿後的十五日內，舉證期限為公告期滿後十五日
內。本案定於2016年11月8日8時45分在本院（廣
州市越秀區寺右北一街三巷一號）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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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證券代碼：600754/900934 公告編號：2016-032
證券簡稱：錦江股份/錦江B股

上海錦江國際酒店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收購維也納酒店、百歲村餐飲各80%股權完成交割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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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4月28日，上海錦江國際酒店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
與黃德滿先生簽署了《上海錦江國際酒店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與黃德滿關於維也納酒
店有限公司之股權轉讓協議》、《上海錦江國際酒店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與黃德滿關
於深圳市百歲村餐飲連鎖有限公司之股權轉讓協議》，公司以人民幣17.488億元收購
黃德滿先生持有的維也納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維也納酒店」）80%股權，以人
民幣80萬元收購黃德滿先生持有的深圳市百歲村餐飲連鎖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百
歲村餐飲」）80%股權。（以下簡稱 「本次交易」）（詳細內容請見公司 「2016-025
」公告）

2016年6月30日，維也納酒店及百歲村餐飲80%股權的過戶及相關工商變更登記
手續已分別完成。本次交易於2016年7月1日完成交割。交割完成後，公司分別持有
維也納酒店及百歲村餐飲80%股權。

特此公告。
上海錦江國際酒店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6年7月2日

證券代碼：600190/900952 編號：臨2016-027
股票簡稱：錦州港/錦港B股

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關於
使用自有階段性閒置資金購買短期理財產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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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購買短期理財產品，包括銀行理財產品、信託理財產品、證券公司

理財產品（不含關聯交易）等。
●投資額度：在保證公司日常經營資金需求和資金安全的前提下，擬使用最高額

度不超過10億元人民幣的自有階段性閒置資金進行短期投資理財。此理財額度可循
環使用。

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於2016年7月1日召開第八屆董事會
第三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使用自有階段性閒置資金購買短期理財產品的議
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額度不超過10億元人民幣的自有階段性閒置資金進行短期
投資理財，投資期限不超過12個月，自董事會審議通過之日起生效，此理財額度可
以循環使用。具體內容如下：

一、投資概況
1、投資額度
在保證公司日常經營資金需求和資金安全的前提下，擬使用最高額度不超過10

億元的自有階段性閒置資金進行短期投資理財。此理財額度可循環使用。
2、投資期限：不超過12個月，自董事會審議通過之日起 12 個月內有效。
3、投資標的
購買短期理財產品，包括銀行理財產品、信託理財產品、證券公司理財產品（不

含關聯交易）等。
二、審批程序
已經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三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無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批

准。不屬於關聯交易和重大資產重組事項，董事會審議通過後即可實施。為確保上述
業務順利開展，董事會授權公司經營班子在10億元人民幣可循環使用額度和12個月
有效期內（自董事會審議通過之日起12個月內），依據董事會授權及相關內部審批
流程，簽署相關短期理財產品的協議並具體辦理相關事宜。

三、風險控制措施
1、公司指派計劃財務部負責理財產品收益與風險分析、評估工作並建立相關的

業務流程和檢查監督機制。在理財期間，如發現存在不利情形，將及時採取相關措施
，最大限度控制投資風險，確保公司資金安全。

2、公司審計監察部負責對資金的使用與保管情況進行審計與監督。
3、獨立董事、監事會有權對資金使用情況進行監督與檢查，必要時可以聘請專

業機構進行審計。
四、對公司影響
公司運用自有階段性閒置資金購買理財產品，是在確保公司日常運營和資金安全

、不影響公司日常資金正常周轉需要以及不影響公司主營業務正常開展的前提下實施
的，有利於提高資金使用效率，能獲得一定的投資效益，進一步提升公司整體業績水
平，為公司股東謀取更多的投資回報。

五、獨立董事意見
公司獨立董事發表獨立意見認為，在保證公司日常經營資金需求和資金安全的前

提下，使用自有階段性閒置資金購買短期理財產品的行為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及《公司
章程》的規定，有利於提高公司資金使用效率並獲得投資收益，從而增加公司盈利，
不存在損害公司中小股東利益的行為；董事會審議及表決程序合法有效；同意公司使
用不超過10億元人民幣的自有階段性閒置資金進行短期投資理財。

特此公告。
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六年七月二日

證券代碼：600851/900917 證券簡稱：海欣股份/海欣B股 公告編號：2016-018

上海海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公司第一大股東變動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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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東變動屬於公司第一大股東變動，不觸及要約收購。
一、公司第一大股東變動基本情況
上海海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或 「本公司」）於2016年7月1日收到

深圳凝瑞投資管理企業（有限合夥）（以下簡稱 「深圳凝瑞」）和深圳市惠和投資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深圳惠和」）的通知函：

「2016年5月11日至2016年5月18日，深圳凝瑞通過普通證券帳戶購買海欣股份A股5,
119,840股，占海欣股份總股本的0.42%。2016年5月24日至2016年6月20日，深圳惠和管理
的 「深圳市惠和基金惠和2號證券投資基金」（以下簡稱 「惠和2號基金」）通過普通證券帳
戶購買海欣股份A股15,613,928股，占海欣股份總股本的1.29%。

2016年6月30日，惠和2號基金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買入海欣股份A股18,
318,512股，占海欣股份總股本的1.52%。截至2016年6月30日，深圳凝瑞持有海欣股份A股
共計65,512,312股，占海欣股份總股本的5.43%。惠和2號基金持有海欣股份A股共計33,932,
440股，占海欣股份總股本的2.81%。深圳凝瑞與深圳惠和合計持有海欣股份A股股票99,444,
752股，占海欣股份總股本的8.24%。上述兩者通過兩個獨立的證券帳戶進行股票買賣交易。

深圳凝瑞的普通合夥人（執行事務合夥人）為深圳惠和（在合夥企業中出資比例為95%
），有限合夥人──深圳惠和投資有限公司（在合夥企業中出資比例為5%）為深圳惠和的母
公司，根據《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第八十三條的規定，深圳凝瑞與深圳惠和為一致行動
人」。

本次股東變動後，深圳凝瑞與深圳惠和合計持有海欣股份A股股票的數量超過上海松江
洞涇工業公司的持股數量（截至2016年6月30日，上海松江洞涇工業公司持有海欣股份A股
股票82,082,000股，占海欣股份總股本的6.80%），導致公司第一大股東發生變動。

二、所涉及後續事項
根據《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及《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相

關法律法規對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的定義和關於擁有上市公司控制權認定的相關規定，公
司目前不存在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

特此公告。
上海海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6年7月2日

證券代碼:000505、200505 證券簡稱:*ST珠江、*ST珠江B 公告編號:2016-044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屆董事會第二十八次會議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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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二十八次會議於2016年6月29日以通
訊方式發出會議通知，於2016年7月1日以通訊表決的方式召開。應到董事9人，實到
董事9人，會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籌劃重
大資產重組停牌期滿申請繼續停牌的議案》。決議如下：

因公司大股東籌劃重大事項，公司股票自2016年5月3日開市起停牌，後因該等重
大事項涉及重大資產重組，公司股票於2016年5月17日開市時起繼續停牌，停牌期滿1
個月後，公司股票於2016年6月15日繼續申請停牌1個月，並承諾在2016年7月3日前
披露符合《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第26號——上市公司重大資
產重組》要求的重大資產重組預案。但由於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事項較為複雜，相關準備
工作尚未全部完成，方案相關內容仍需要進一步商討、論證和完善，並且涉及的資產、
業務、財務等各方面核查工作量較大，預計相關工作難以在2016年7月3日前完成並實
現公司股票復牌，同意公司向深圳證券交易所申請公司股票自2016年7月4日開市起繼
續停牌，原則上公司籌劃重大資產重組累計停牌時間不得超過3個月，即公司將在2016
年8月3日前披露符合《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第26號——上市
公司重大資產重組》要求的重大資產重組預案。

因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涉及關聯交易，關聯董事鄭清、彭樹銀、史永輝、劉文傑、陳
京偉、楊麗等六名董事已迴避表決。

表決結果：同意:3票，迴避表決：6票，反對:0票，棄權：0票
具體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期公告的《關於籌劃重大資產重組停牌期滿申請繼續停牌公

告》。
特此公告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6年7月2日

證券代碼:000505、200505 證券簡稱:*ST珠江、*ST珠江B 公告編號:2016-045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籌劃重大資產重組停牌期滿申請繼續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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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本公司」或 「公司」）因大股東籌劃重大

事項，公司股票（證券代碼：000505、200505）自2016年5月3日（星期二）開市起停
牌，後因公司大股東籌劃的重大事項涉及重大資產重組，公司於2016年5月17日發佈
《關於重大資產重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從2016年5月17日開市起繼續停牌。2016
年6月15日發佈《關於籌劃重組停牌期滿申請繼續停牌公告》，公司股票繼續停牌。公
司原預計在不超過2個月的時間內披露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方案，即在2016年7月3日前
按照《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26號—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
的要求披露重大資產重組信息。

根據深交所發佈的《主板信息披露業務備忘錄第9號—上市公司停復牌業務》第七
條第（三）項的規定，公司召開了第七屆董事會第二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重
大資產重組繼續停牌的議案》，現公司申請公司股票於2016年7月4日開市起繼續停牌
，並預計在累計停牌不超過3個月的時間內，即在2016年8月3日前按照《公開發行證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26號——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申請文件》的要求
披露重大資產重組信息。

一、本次籌劃的重大資產重組基本情況：
（一）標的資產及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具體情況
本次交易標的為北京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 「京糧集團」）及其他相

關方持有北京京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京糧股份」）100%股權。京糧股份隸
屬於農副食品加工行業，企業基本情況如下：。

企業名稱：北京京糧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類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王國豐
註冊資本：97500萬元
企業住所北京市朝陽區東三環中路16號京糧大廈15層
成立日期2010年12月29日
經營範圍：糧食收購，投資及資產管理、企業管理、貨物進出口、技術進出口、代

理進出口，銷售農畜產品、穀物、豆類、薯類、油脂油料、糖料、飼料、食品。（依法
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依批准的內容開展經營活動。)

京糧集團為京糧股份的控股股東，成立於1999年06月11日，註冊資本9億元，經
營糧食收購；代理倉儲貨物的財產保險、機動車險；糧食儲存、加工、銷售；銷售油脂
、油料、飼料；物業管理；經濟信息咨詢；自營和代理各類商品及技術的進出口業務，
但國家限定公司經營或禁止進出口的商品及技術除外（不另附進出口商品目錄）；經營
進料加工和 「三來一補」業務；經營對銷貿易和轉口貿易。北京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

員會為京糧股份的實際控制人。
本公司大股東實際控制人北京市新興房地產開發總公司與標的公司控股股東和實際

控制人京糧集團同屬北京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控制，本公司與交易對方和交易標的
構成關聯關係。

（二）交易具體情況
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包括三項交易：重大資產置換、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及配套融資。

由於北京市新興房地產開發總公司與京糧集團同屬北京市國資委控制，本次重大資產重
組不會導致控制權發生變更。

重大資產置換：上市公司以評估基準日母公司報表上扣除保殼擬處置資產外的幾乎
所有資產作為置出資產，與京糧集團持有的京糧股份67%股權中的等值部分進行置換。

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京糧股份全部股權的價值超過珠江控股置出資產的部分，由上
市公司以非公開發行股份的方式向京糧股份股東購買。

配套融資：上市公司向京糧集團非公開發行股份募集配套資金，募集配套資金。
公司還需結合對標的公司盡職調查、審計及評估情況進行綜合評價後與交易對方進

一步商討和論證具體交易方案。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事項尚存在不確定性。
（三）與現有或潛在交易對方的溝通、協商情況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與交易對方簽訂重組框架協議或意向協議，本次重組相關工作

正在進一步推進，相關各方就交易方案具體內容持續進行溝通和磋商。截至本公告日，
本次交易具體方案尚未確定

（四）本次重組相關中介機構：
公司擬聘請以下中介機構為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提供專項服務：
獨立財務顧問:東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標的資產審計機構: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
標的資產評估機構:北京中企華資產評估有限責任公司；
律師機構:北京市天元律師事務所；
上市公司審計機構:中興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
上市公司評估機構:北京中天華資產評估有限責任公司。
各中介機構正在進行對標的公司盡職調查、審計、評估、論證、編製披露及申報文

件等與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相關的各項工作，但目前尚未簽訂相關協議。
（五）本次交易是否需經有權部門事前審批，以及目前進展情況；
本次交易無需經有權部門事前審批。
二、停牌期間重組工作進展情況
公司自停牌之日起嚴格按照相關規定，積極配合大股東和交易對方推進本次重大資

產重組各項工作。停牌期間，重組方已組織獨立財務顧問、境內法律顧問、會計師等中
介機構共同參與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工作。各中介機構對標的公司開展了盡職調查、審計
及評估等工作，並與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有關各方就重組方案進行了大量的溝通、談判及
方案論證等工作。

根據中國證監會及深交所的有關規定，停牌期間，公司積極履行信息披露義務，每
五個交易日發佈一次重大資產重組事項的進展公告，並提示了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事項的
不確定性風險

三、延期復牌的原因
公司股票停牌後，公司及中介機構積極推進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相關工作。重組相關

各方就重組方案、交易條件等各個方面的關鍵問題進行了多次深入的溝通和討論。由於
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事項較為複雜，相關準備工作尚未全部完成，方案相關內容仍需要進
一步商討、論證和完善，並且涉及的資產、業務、財務等各方面核查工作量較大。基於
上述原因，公司預計無法按照深交所《主板信息披露業務備忘錄第9號—上市公司停復
牌業務》要求在2016年7月3日前披露重組預案並實現公司股票復牌，為確保本次重組
工作披露的資料真實、準確、完整，保障本次重組工作的順利進行，防止公司股價異常
波動，維護投資者利益，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公司申請繼續停牌。

四、下一步工作安排及預計復牌時間
若公司預計在繼續停牌的期限屆滿前不能召開董事會審議並披露重組事項的，公司

將視情況決定是否繼續推進本次重組事項。如擬繼續推進重組，公司將在原定復牌期限
（即2016年8月3日）屆滿前召開股東大會審議關於繼續停牌籌劃重組的議案，且繼續
停牌時間不超過3個月。同時，公司承諾當在股東大會通知發出的同時披露重組框架協
議的主要內容，相關關聯股東將在股東大會上予以迴避表決；並承諾公司證券因籌劃各
類事項的連續停牌時間自停牌之日起不超過6個月。

若公司未能召開股東大會審議關於繼續停牌籌劃重組的議案，或者公司董事會或者
股東大會否決前述議案的，公司將及時申請股票復牌並披露是否繼續推進本次重組以及
對公司的影響。

若公司決定終止重組，公司承諾自披露終止重組決定的相關公告之日起至少6個月
內不再籌劃重大資產重組事項。

公司對延期復牌給廣大投資者帶來的不便深表歉意。繼續停牌期間，有關各方將全
力推進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各項工作。公司將根據法律法規及監管部門的有關規定，及
時履行披露義務，至少每五個交易日發佈一次上述資產重組事項的進展公告。

五、風險提示
本公司籌劃的重大資產重組事項尚存較大不確定性，敬請廣大投資者關注相關公告

並注意投資風險。公司指定披露媒體為《中國證券報》、《大公報》和巨潮資訊網（
www.cninfo.com.cn），公司相關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體披露的公告為準。

特此公告。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6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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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皇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年度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實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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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大會審議通過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方案的情況
1、深圳市皇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本公司」）於2016年6月28日召開的2015年度股

東大會審議通過了《關於審議二○一五年度利潤分配預案的議案》。詳見2016年6月29日刊登於《證券時
報》、香港《大公報》和巨潮資訊網的《二○一五年度股東大會決議公告》（公告編號：2016-41）。

2、本次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方案自披露至實施期間，本公司總股本未發生變化。
3、本次實施的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方案與2015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的方案一致。
4、本次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方案實施時間距2015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方案時間未超過兩個月。
二、本次實施的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2015年年度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方案為：以本公司現有總股本573,892,434 股為基數，以資本

公積金向全體股東每10股轉增10股。
轉增前本公司總股本為573,892,434股，轉增後總股本增至1,147,784,868股。
三、股權登記日與除權除息日
本次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A股股權登記日為：2016年7月7日，除權除息日為：2016年7月8日。
本次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B股最後交易日為：2016年7月7日，股權登記日為：2016年7月12日，除

權除息日為：2016年7月8日。
四、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對像
本次分派對像為：截止2016年7月7日下午深圳證券交易所收市後，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簡稱 「中國結算深圳分公司」）登記在冊的本公司全體A股股東；截止2016年7月12
日下午深圳證券交易所收市後，在中國結算深圳分公司登記在冊的本公司全體B股股東。

五、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方法
1、A股本次所轉股於2016年7月8日直接記入股東A股證券帳戶。
B股本次所轉股於2016年7月12日直接記入股東B股證券帳戶。
在轉股過程中產生的不足1 股的部分，按小數點後尾數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東派發1 股（若尾數

相同時則在尾數相同者中由系統隨機排序派發），直至實際轉股總數與本次轉股總數一致。
六、本次A股所轉的無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為2016年7月8日；B股所轉的可流通股份起始交易

日為2016年7月13日。
七、股份變動結構表

八、調整相關參數
1、本次實施轉股後，按新股本1,147,784,868股攤薄計算，2015年年度，每股淨收益為0.04元。
2、本公司不存在股東承諾最低減持價的情況。
3、本公司不存在衍生品種。
九、諮詢機構
諮詢機構：公司證券部；
諮詢地址：深圳市福田區金田路2028號皇崗商務中心58層；
聯繫人：吳小霜；
聯繫電話：0755-82535565；
傳真：0755-82566573。
十、備查文件
1、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確認有關本次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具體時間安排的文

件；
2、公司第七屆董事會2016年第三次臨時會議決議；
3、公司2015年度股東大會決議。
特此公告。

深圳市皇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6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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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福藥業（私人）有限公司
LUEN FOOK MEDICINE CO., (PTE) LTD. SINGAPORE

東南亞
總發行

：

嚴 防 影 射 假 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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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勿聘用非法勞工
聘用非法勞工，包括持雙程證訪客、他

人的外籍家庭傭工等，可被判入獄三年及罰
款35萬元

舉報熱線2815 2200

查詢請電
2836 1234
網址
www.info.gov.hk/emb

技能提升
自我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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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成雄黃書銳率團 暢敘鄉誼共話發展
潮商逾30人四川湖北考察

A20 社團 責任編輯：李家華 2016年7月2日 星期六

【大公報訊】香港潮州商會向
來注重敦睦鄉誼，團結居港鄉親，
與海內外潮籍鄉親建立廣泛聯繫。6
月20日至25日，該會會長張成雄，
副會長黃書銳，名譽會長藍鴻震，
會董陳強、胡楚南、謝喜武等，率
領三十多人代表團前往四川、武漢
參觀訪問，行程豐富多彩。

甫一抵達，訪問團驅車拜訪四川省潮人
海外聯誼會及四川省潮汕商會，受到四川省
潮人海外聯誼會會長、四川省僑聯副主席張
家點，四川省潮汕商會會長陳湖南等熱烈歡
迎，賓主會談，暢敘鄉誼，共話發展。

楊興平介紹四川發展機遇
是晚，四川兩會設宴款待香港客人，四

川省副省長楊興平，省僑聯主席劉以勤、副
巡視員邱廣華等接見香港潮州商會訪問團。
楊興平熱烈歡迎客人，他特別感謝香港潮籍
鄉親在四川發生重大自然災害時慷慨捐贈。
他介紹四川的省情和發展的新機遇，邀請香
港潮州商會首長、會員到四川投資興業。

張成雄感謝四川省委省政府對香港潮州

商會的支持，表示將繼續關注四川發展，尋
求進一步合作機會。他指出，香港潮州商會
不少同仁在四川發展、投資設廠，他們事業
有成，對四川乃至國家的貢獻良多。他說，
四川兩會首長真誠地為鄉親謀福祉，受到廣
大鄉親愛戴和支持。出席的當地鄉親尚有：
常務副會長林永明、劉烈雄、林澤光、沈茂
純、戴燕娟、陳益光、連俊潮、楊坤海，副
會長張廷光等。

隨後，訪問團前往山城重慶遊覽，又遊
經三峽大壩，親身感受國家這項水利工程的
偉大與壯觀。訪問團一行登上荊州古城樓，

有感於國家的飛躍發展：潮州人三分居天下
，不論在內地各省市還是家鄉、海外，只要
大家同心協力，充分發揮敢於拚搏精神，就
能夠為國家主席習近平所提出 「一帶一路」
的偉大構思貢獻力量。

抵達武漢後，訪問團一行拜訪北潮人海
外聯誼會。該會會長陳少榮與常務副會長吳
予洪、林俊龍、吳燕青、鄭康平、林樂嵩，
副會長兼秘書長陳少雄，副會長陳丹生等，
於武漢錦江國際大酒店迎候訪問團。兩會鄉
親親切交談，大家期待共同推動武漢和香港
的經濟發展，促鄉誼、謀發展。

廣西鄉會就職千人共聚
【大公報訊】香港廣西同鄉會日前

假黃大仙富臨皇宮酒樓舉行 「成立49周
年暨第23屆理監事就職禮」。香港立法
會議員譚耀宗、廣西壯族自治區海外聯
誼會統戰部副部長李東興、世界廣西同
鄉會主席、新加坡高州會（廣西）館會
長成立超、泰國廣西總會會長李銘如等
，以及該會永遠會長張桂祥、理事長黃
時良、監事長包泳球主禮，筵開逾百席
，一千多位會員及鄉親共聚一堂，同慶
會慶。

張桂祥致辭表示，該會成立49年以
來，堅持鄉誼為重、團結鄉親、服務鄉
親、愛國愛港愛家鄉為宗旨，在歷屆理
監事努力和鄉親們大力支持下，會務不
斷發展壯大，已購置了會所，成為香港
廣西人的 「家」，也是世界各國廣西同

鄉會與家鄉聯繫的平台。目前會員人數
逾三千。

黃時良致辭表示，同鄉會取得今日
成績，與張桂祥先生十多年來出錢出力
，做了大量工作，他的奉獻得到了全體
理監事及會員的好評。他表示，會竭盡
所能，帶領新一屆理監事真誠服務鄉親
，把同鄉會辦得更好，讓八桂之光永放
光芒。譚耀宗、李東興、成立超、李銘
如相繼致辭，鼓勵鄉親們加強團結，鞏
固發展桂港兩地鄉誼和合作關係。

該會新一屆第一常務副理事長是張
志傑、副理事長是張超華、龐德臣、賴
宥余、張健華、蘇樹銘、王榮森、鄧小
燕，副監事長是蔡新蘭、黃永華、梁梅
珍、董秀娟、陳桂祥。在譚耀宗領誓下
，全體理事宣誓就職。

▲訪問團在成都潮汕會館前與四川潮人海外聯誼會及四川省潮汕商會首長合照

▲訪問團與湖北潮人海外聯誼會首長合照

▲香港廣西同鄉會就職禮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