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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東華三院主辦、鄭黃選英女士冠名贊助及鳴芝聲劇團演出之 「東華三院慈善粵
劇晚會」 ，將於5月29日及30日假新光戲院大劇場舉行，為 「東華三院檔案及歷史文化
基金」 籌募經費。粵劇晚會將會上演《佳偶天成》及《無情寶劍有情天》兩個經典劇
目，門票即日起公開發售。

東華與鳴芝聲攜手行善廿五載
相關活動的記者招待會日前（5月6日）在上

環東華醫院禮堂舉行，出席嘉賓除東華三院主席
蔡榮星、籌委會主席暨東華三院第五副主席鄧明
慧、籌委會聯席主席暨東華三院總理晏紫和總理
鄧蕙敏，以及多位董事局成員外，鳴芝聲劇團團
長劉幗英、台柱蓋鳴暉及吳美英亦有出席，一同
呼籲支持善舉。適逢東華三院與鳴芝聲劇團攜手
合作踏入第25個年頭，為慶祝銀禧誌慶，該院特
意製作印有 「攜手行善廿五載 福有攸歸惠貧困
」的銀碟贈予鳴芝聲劇團，以表謝意。而蓋鳴暉
及吳美英亦於會上分享與東華三院合作25年的點
滴軼事及簡介今年慈善粵劇晚會特色。另外，東
華三院屬下安老服務單位 「越齡」的長者亦於會
上作無伴奏粵曲演唱 「帝女花」，展現他們的才
藝及健康活力。

東華三院主席蔡榮星於致辭時表示，東華三

院作為本港歷史悠久的慈善團體，肩負文化保育
責任，是次慈善粵劇晚會是為 「東華三院檔案及
歷史文化基金」籌募經費，協助保育東華三院的
文物及檔案，將珍貴的華人慈善歷史資料修復、
整理和保存下來，有助了解香港人的歷史文化及
東華三院獨有的慈善足跡。

善長粉墨登場 長者參與演出
籌委會主席暨東華三院第五副主席鄧明慧表

示，今年該院將再接再厲，邀請嘉賓捐款參與慈
善演出，安排善長粉墨登場，共襄善舉。除此之
外，該院一向重視安老服務，讓長者有豐盛、愉
快的晚年，達致圓滿人生，故特別邀請對粵劇有
興趣的屬下安老服務單位的長者參與演出首場劇
目《佳偶天成》，一嘗踏台板滋味。

已答允捐款擔任慈善表演嘉賓之善長包括：
籌委會主席暨東華三院第五副主席鄧明慧、籌委
會聯席主席暨東華三院總理晏紫和總理鄧蕙敏、

總理廖晉輝、吳鄭子婷及諸陳慧婷，他們更於記
者招待會上獲蓋鳴暉及吳美英傳授演出錦囊。另
東華三院第三副主席馬清揚及總理曾慶輝將贊助
嘉賓演出。

門票即日起於新光戲院大劇場及通利琴行售
票處、網上（www.cityline.com）及購票熱線（電
話：2111 5333）公開發售。

東華三院舉辦慈善粵劇晚會東華三院舉辦慈善粵劇晚會
2019鄰舍頌親恩慈善晚宴圓滿舉行

鄰舍輔導會日前（5月4日）舉辦 「頌親恩表揚大獎」，藉
此喚起子女與父母之間段段溫馨回憶，並表揚在子女及家庭背
後默默付出的父母。當中， 「母親大獎」及 「父親大獎」的得
獎者巫月雲及黃業通，面對生活的困苦，仍以僅有的能力成就
子女更好的生活，獲頒大獎，當之無愧。

「母親大獎」得獎人巫月雲與丈夫育有兩女一子，丈夫一
次工傷導致不能再外出工作，自始一家五口的擔子全由當洗碗
工的月雲承擔。其長女小芳因一次觸電意外喪失雙臂，即使一
家生活足襟見肘，月雲仍堅持耗盡全家積蓄醫治小芳。縱使生
活迫人，月雲仍希望藉僅有的能力，讓小芳的游泳天賦得以發
揮。小芳在2011年備戰亞運會，月雲不惜犧牲寶貴的休息時間，
毫無怨言地陪同小芳到不同地方習訓，盡顯母愛的偉大。

至於 「父親大獎」的得獎人黃業通，已年屆90歲高齡，有
一對分別患有小腦委縮症及小兒麻痺症的子女。十年前見自己
年紀漸長，難以照顧一對子女，惟兒子卻久未獲派公營院舍的
宿位。黃業通於是去信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成功爭取政府回
應其兒子的住宿需要。他雖然年事已高，但仍不辭勞苦減輕兒
子的身體痛楚，不間斷地親自到院舍為兒子敷藥舒緩痛症。黃
業通過去60年來堅持對子女的照顧，讓人感動。

除了 「母親大獎」及 「父親大獎」外， 「頌親恩表揚大獎
」亦特設多個另類獎項，包括 「開枝散葉」獎，得獎者：許深
伉儷及家人（家族成員共75名）、 「多代同堂」獎，得獎者：
黎燕玲及家人、梁紓翹及家人，以及 「一個餅印」獎，得獎者
：李麗芬及兒子。所有得獎者已於 「鄰舍頌親恩慈善晚宴
2019」上獲嘉許。

慈善晚宴假座會所一號水中天舉行，筵開百席，逾千人參
與。鄰舍輔導會希望藉此提供機會讓生活忙碌的子女與家人團
聚，亦讓因照顧問題而難以外出的弱勢社群能走出社區，享用
豐盛的晚膳。活動獲 「福群科技集團」全力贊助，並由 「青田
之優音樂製作室」協辦。當晚邀請到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徐英
偉擔任主禮嘉賓；愛國歌唱家、原人大代表張明敏、影視紅星
胡楓及羅蘭女士擔任表演嘉賓。

為「東華三院檔案及歷史文化基金」籌募經費

▲東華三院主席蔡榮星（右三）及籌委會主席
暨東華三院第五副主席鄧明慧（左一）致送銀
禧紀念品予鳴芝聲劇團，並由團長劉幗英（左
二）、台柱蓋鳴暉（右二）及吳美英（右一）
代表接受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徐英偉（中）、鄰舍輔導會會長葉德
安（前右七）、福群科技集團行政總裁陳漢波（前右六）、
鄰舍輔導會籌款委員會主席王英明（前右五）、影視紅星
胡楓（後左八）、羅蘭（前左六）、愛國歌手張明敏（前左
四）、鄰舍輔導會執行委員會主席嚴元浩（後左七）於台上
祝酒

團體建議為大眾設立華服日
多個熱心推動華服文化的

團體，包括夫子會、華服推廣
工作者聯會、中華文化交流協
會、大學國事青年會、華服青
年及孔青會等，提出了在香港
為大眾設立華服日的建議。

有關建議指出，中國的傳
統服裝，簡稱為華服，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至今還可以找到兩千多年前的
實物，這是其他文化無法比較的！華服，每一個朝代都有其特色。唐朝的風
姿綽約；明朝的端莊大氣；漢朝的簡樸莊嚴；宋朝優雅含蓄；還有清末民初
的旗袍，設計結合傳統和西方的審美眼光，特別吸引！華服也包括少數民族
服裝，豐富多姿，實在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也是全世界的瑰寶！

近十年八年，香港一批熱心人士不斷推廣華服，並且舉辦華服節，也
到不同的中學和小學，舉辦華服日；也有甚多大學生團體，舉辦不同的華
服活動，吸引了很多人參加。內地的情況更加熱烈。最近兩年，陝西省舉
辦了青年華服日；其他地方，有些更早就舉辦了不同的華服活動，歐美各
地有華裔學生的地方，也有舉辦類似的華服活動。

夫子會聯同多個團體，已經在尖沙咀舉辦了八屆華服節，在香港旅遊
發展局等機構的支持底下，不單吸引了很多香港人參加，也吸引了很多來
自不同地方的遊客。為香港設立華服日，更加有利提升香港的吸引力。就
此，上述幾個團體建議香港政府，為大眾設立華服日。

▲一眾主禮嘉賓在夫子會舉辦的第八
屆國際華服節啟動禮上合照

▲出席新聞發佈會的嘉賓合照

永盛永源農業基地正式投產
香港永盛農業發展有限公司及清遠市永源農葉發展有限公司日前舉行新聞

發佈會，宣佈旗下位於廣東清遠市連山壯族瑤族自治縣的農業福堂基地正式投
產，將向香港市場供應價格實惠的新鮮蔬菜。

香港永盛農業發展有限公司暨連山永源農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徐志廣、清遠市永
源農業發展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楊君平、新青年營地總監黃仲年出席了發佈會。

徐志廣介紹指，永盛永源位於廣東清遠市連山壯族瑤族自治縣的農業基地
正式投產。公司將賺得的利潤撥出百分之五作當地福利，另一方面公司亦聯同
瑞宏慈善基金、世界五邑商會、國際工商業精英聯合會及加拿大華人工商協助
全港十八區的弱勢社群，捐資助學，特別在供應新鮮蔬菜方面，將以最低價格
供應給貧苦大眾。

楊君平表示，現時農業福堂基地有約1100畝，為響應國家政策的 「一村一
品」，即每條村要打造一個品牌，農地以種植福滿堂的香米為主。另外，亦會
種植日本品種的蕃薯等。種植者皆會聘請當地農民為主，與此同時讓年青新一
代得知家鄉土地的成功發展，令他
們回流或留鄉工作。

黃仲年則指，福堂基地除了種
植大棚蔬菜，亦設新青年營地、 「
一帶一路」自然教育徑、大灣區無
人機考核場。是次新青年營地的設
立，是一個讓香港青年人認識連山
的好機會。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大都淮揚中菜

現特通告：徐美英其地址為新界葵
涌國瑞路45-51號Toppy Tower 9
樓，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灣仔
港灣道1號會展廣場商場8樓801號
舖大都淮揚中菜的酒牌續期。凡反
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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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8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Empire City Chinese Cuisine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UI Mei-ying
of 9/F, Toppy Tower, 45-51 Kwok Shui
Road, Kwai Chung, New Territories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Empire City Chinese Cuisine situated at Shop
801, 8/F Shopping Arcade of Convention
plaza 1 Harbour Road Wanchai, HK.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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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019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大都淮揚中菜

現特通告：徐美英其地址為新界葵
涌國瑞路45-51號Toppy Tower 9
樓，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灣仔
港灣道1號會展廣場商場8樓801號
舖大都淮揚中菜的酒牌續期。凡反
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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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8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Empire City Chinese Cuisine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UI Mei-ying
of 9/F, Toppy Tower, 45-51 Kwok Shui
Road, Kwai Chung, New Territories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Empire City Chinese Cuisine situated at Shop
801, 8/F Shopping Arcade of Convention
plaza 1 Harbour Road Wanchai, HK.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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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019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茜廊餐廳／泰廚房子／小城知味
現特通告：馮廣泉其地址為香港灣
仔駱克道353號三湘大廈30樓，現向
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九龍灣德福廣
場P8及P8A舖主要部份茜廊餐廳／
泰廚房子／小城知味的酒牌續期。
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
登之日起十四天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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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8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Side Walk Café/Khap and Ka/E. C. Eatery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Fung Kwong
Chuen of 30/F., Sunshine Plaza, 353 Lockhart
Road, Wanchai,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Side Walk Café/
Khap and Ka/E.C. Eatery situated at Major
Portion of Shop Units P8 & P8A, Telford
Plaza, Kowloon Bay, Kowloon.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8 May 2019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茜廊餐廳／泰廚房子／小城知味
現特通告：馮廣泉其地址為香港灣
仔駱克道353號三湘大廈30樓，現向
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九龍灣德福廣
場P8及P8A舖主要部份茜廊餐廳／
泰廚房子／小城知味的酒牌續期。
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
登之日起十四天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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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8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Side Walk Café/Khap and Ka/E. C. Eatery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Fung Kwong
Chuen of 30/F., Sunshine Plaza, 353 Lockhart
Road, Wanchai,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Side Walk Café/
Khap and Ka/E.C. Eatery situated at Major
Portion of Shop Units P8 & P8A, Telford
Plaza, Kowloon Bay, Kowloon.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8 May 2019

證券代碼：200512 證券簡稱：閩燦坤B 公告編號：2019-025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以自有資金購買銀行理財產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一、委託理財概述
公司於2018年3月17日召開的2018年第一次董事會和2018年5月18日召開的2017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

通過《關於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以自有資金進行委託理財的議案》，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實業有限公司（簡
稱 「漳州燦坤」）可使用合計不超過人民幣5億元自有資金進行委託理財，上述額度可滾動使用。具體詳見
公司於2018年3月20日披露在《證券時報》、香港《大公報》和《巨潮資訊網》的《2018年第一次董事會會
議決議公告》、《關於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以自有資金進行委託理財的公告》及2018年5月19日披露在《證
券時報》、香港《大公報》和《巨潮資訊網》的《2017年年度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根據上述決議，漳州燦坤於2019年5月7日通過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廈門分行，使用自有資金人
民幣5000萬元，購買一款保本保息結構性存款產品，現就具體事項公告如下：

二、本次購買理財產品的主要內容
1、產品名稱：結構性存款產品
2、投資期限：2019年5月7日至2020年5月7日終止。
3、投資收益率：預期年化收益率為3.8% 。
4、利息支付方式：到期一次還本付息
5、資金來源：自有資金
6、購買理財產品金額：人民幣伍仟萬元整（RMB 5,000萬元）
7、提前贖回：該產品不得提前贖回
8、關聯人說明：公司與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無關聯關係
三、本次購買理財產品的風險分析：
本次購買的銀行理財產品可能存在政策風險、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等銀行理財產品常見風險。
本次購買的銀行理財產品為保本保息型結構性存款產品，銀行提供100%本金和利息保障。基於此公司

認為此次購買的理財產品風險可控。
四、對公司的影響
漳州燦坤使用自有資金進行短期低風險理財產品投資是在確保公司日常經營和資金安全的前提下進行的

，不會影響公司主營業務的正常開展。通過適度低風險的短期理財，可以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獲得一定的投
資效益，增加公司收益，符合公司股東利益。

五、備查文件
1、漳州燦坤實業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董事會決議
2、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董事會決議
3、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東大會決議
4、漳州燦坤與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廈門分行簽訂的《結構性存款合同》。
特此公告。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9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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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以自有資金購買銀行理財產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一、委託理財概述
公司於2018年3月17日召開的2018年第一次董事會和2018年5月18日召開的2017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

通過《關於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以自有資金進行委託理財的議案》，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實業有限公司（簡
稱 「漳州燦坤」）可使用合計不超過人民幣5億元自有資金進行委託理財，上述額度可滾動使用。具體詳見
公司於2018年3月20日披露在《證券時報》、香港《大公報》和《巨潮資訊網》的《2018年第一次董事會會
議決議公告》、《關於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以自有資金進行委託理財的公告》及2018年5月19日披露在《證
券時報》、香港《大公報》和《巨潮資訊網》的《2017年年度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根據上述決議，漳州燦坤於2019年5月7日通過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廈門分行，使用自有資金人
民幣5000萬元，購買一款保本保息結構性存款產品，現就具體事項公告如下：

二、本次購買理財產品的主要內容
1、產品名稱：結構性存款產品
2、投資期限：2019年5月7日至2020年5月7日終止。
3、投資收益率：預期年化收益率為3.8% 。
4、利息支付方式：到期一次還本付息
5、資金來源：自有資金
6、購買理財產品金額：人民幣伍仟萬元整（RMB 5,000萬元）
7、提前贖回：該產品不得提前贖回
8、關聯人說明：公司與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無關聯關係
三、本次購買理財產品的風險分析：
本次購買的銀行理財產品可能存在政策風險、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等銀行理財產品常見風險。
本次購買的銀行理財產品為保本保息型結構性存款產品，銀行提供100%本金和利息保障。基於此公司

認為此次購買的理財產品風險可控。
四、對公司的影響
漳州燦坤使用自有資金進行短期低風險理財產品投資是在確保公司日常經營和資金安全的前提下進行的

，不會影響公司主營業務的正常開展。通過適度低風險的短期理財，可以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獲得一定的投
資效益，增加公司收益，符合公司股東利益。

五、備查文件
1、漳州燦坤實業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董事會決議
2、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董事會決議
3、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東大會決議
4、漳州燦坤與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廈門分行簽訂的《結構性存款合同》。
特此公告。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9年5月7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8）粵0103民初5933號
黃華斌、黃華軍、黃江夏、黃江瑩：

本院受理原告楊麗紅訴被告楊寶慶、楊麗玲、黃華斌、黃
華軍、黃江夏、黃江瑩遺囑繼承糾紛一案，因以其他方式無法
送達民事判決書給你們。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第九十二條、第二百六十七條第（八）項、第二百六十九條的
規定，現依法向你們公告送達（2018）粵0103民初5933號民事
判決書。判決內容如下：被繼承人陳群英名下的廣州市荔灣區
荔灣路小梅大街29號511房房屋由原告楊麗紅、被告楊麗玲、
楊寶慶各繼承三分之一產權份額。本案受理費9800元，由原告
楊麗紅負擔3266元，由被告楊麗玲、楊寶慶各負擔3267元。自
發出公告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給被告黃華軍、黃江
夏、黃江瑩。自發出本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即視為送達給被告
黃華斌。如不服本判決，原告楊麗紅、被告禓寶慶、楊麗玲、
黃華軍、黃江夏、黃江瑩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被
告黃華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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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於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3民初784號
鄭金女、鄧綺媚、鄧偉強：

本院受理原告鄭玉嬋、鄭麗萍、鄭錦添、鄭麗貞訴被告鄭紅女、鄭笑霞、鄭樹榮、鄭樹華、鄭樹德、鄭金
女、鄧綺媚、鄧偉強法定繼承糾紛一案，因以其他方式無法送達起訴狀副本和開庭傳票、簡易程序轉普通程序民
事裁定書等文書給你們。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第二百六十七條第（八）項、第二百
六十八條的規定，現依法向你們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和證據副本、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及開庭傳票。原告
的訴訟請求為：1、請求判決原告和被告共同繼承位於廣州市荔灣區帶河路荷溪涌前22號704房屋一套及位於廣
州市荔灣區帶河路荷溪涌前22號302房屋一套，原告鄭麗萍、鄭錦添、鄭麗貞各繼承上述兩套房屋的九分之一產
權份額；原告鄭玉嬋繼承上述兩套房屋的三分之一產權份額；被告鄭紅女、鄭笑霞、鄭樹榮、鄭樹華、鄭樹德、
鄭金女各繼承該兩套房屋的四十二分之二產權份額；被告鄧綺媚、鄧偉強各繼承該兩套房屋的四十二分之一產權
份額；2、本案訴訟費由被告承擔。鄧綺媚、鄧偉強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60日，即視為送達，提出答辯期和
舉證期為公告送達期滿後的15日。鄭金女自公告之日起滿三個月，即視為送達，提出答辯狀和舉證的期限為公告
期滿後的30日內。本案適用普通程序組成合議庭於2019年9月12日9時00分在第十四法庭開庭審理，逾期將依法缺
席裁判。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清潔香港 人人有責清潔香港 人人有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