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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區潮人聯會會長胡池致辭時
表示，聯會第四屆會董會成立以來，
得到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和家鄉政府的
支持，在各榮譽級首長和會董級首長
的支持以及全體同仁的共同努力下，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包括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2019年區議
會選舉、發動義工參與香港社會事務
、積極開展地區工作以發展壯大會員
隊伍以及加強發展青年及婦女工作、
積極推動與內地及家鄉經濟發展，支
持家鄉經濟建設及慈善公益等，均取
得了顯著成績。胡池展望未來指，聯
會將努力加強內部管理力拓會務，大
力弘揚潮汕文化，發揚潮人精神，團
結和凝聚鄉親，積極參與香港社會事

務，堅決擁護 「一國兩制」方針，並
促進香港與內地的聯繫和交流，為服
務香港、建設家鄉作出積極貢獻。

劉林致辭指，港區潮人聯會自成立
以來，積極參與各項社區活動，長期致
力於團結旅港鄉親及商界精英，在社區
發揮積極帶頭作用，為香港的繁榮穩定
及 「一國兩制」事業的成功實踐作出了
卓越貢獻。他期望聯會未來加強會務建
設，發揮優勢，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參與到粵港澳大灣區、 「一帶一
路」建設中，同時加強聯誼合作，協助
香港把握國家發展帶來的機遇，為國家

的發展貢獻力量。
晚宴由聯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林其

龍主持，出席的榮譽級首長包括監事
長張仲哲，創會會長陳登鋒，永遠會
長陳南坡，監事莊學海，常務副會長
陳木和、連喜慶、陳鏗宇及藍國浩，
永遠榮譽會長楊奮彬、郭俊偉、鄧小
君、鄭助炎、潘明、陳振彬、蘇攢淘
、黃國平、陳佩雄、顏吳餘英、張嘉
鴻、張嘉鵬、林鎮洪、張小窩、林明
輝、陳偉豪、陳偉璇、侯佳璇、胡楚
南、董明光、鄭建釗、鄭建盛、尤水
東等近百人出席。

香港區潮人聯會迎春聯歡晚宴鄉情洋溢香港區潮人聯會迎春聯歡晚宴鄉情洋溢
廣東社總慈善基金
宴賀余國春勳賢

香港區潮人聯會日前假上
環賽馬會黃金閣舉行一年一度
的 「榮譽級首長迎春聯歡晚宴」
，邀請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部長劉
林、副部長陳旭斌、處長王卉、
副處長鄭斌及蔡曉珊出席，現場
氣氛充滿濃濃鄉情，賓主共同感
受新春即將來臨的歡樂熱鬧。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慈善基金日前假座上環
好彩酒家舉行賀宴，慶賀該會主席余國春2019
年榮獲特區政府頒授大紫荊勳章。

會場氣氛熱烈，場面喜慶溫馨。會上，與會
者紛紛向余國春表示熱烈的祝賀，讚揚他長期熱
心服務社會，積極推動青年工作，如支持 「慈善
基金」推出獎助學金計劃，鼓勵青少年努力學習
，將來回饋國家及社會；到各校放映中國優秀電
影，加深青少年對祖國的認識；舉辦初中生數學
比賽，得獎者到國內參加全國性比賽，讓青少年
擴濶視野。各人更讚揚他盡心為工商界出力；在
多個政府諮詢組織擔任要職，向政府建言獻策，
尤其在扶助本地中小企發展方面貢獻殊深。而他
亦一直致力團結海外華僑推動經濟發展，爭取支
持 「一帶一路」建設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熱情
推廣中華文化。同時，為香港廣東社團 「總會」
及 「慈善基金」的籌建、成立和發展，作出了卓
越的貢獻，深得會員鄉親的敬重。今獲殊榮，實
至名歸，亦是 「慈善基金」之光。

余國春於致辭中多謝各位同仁的隆情厚誼。
他表示，對特區政府給予這崇高的榮譽，既深感
榮幸，也感到責任的重大。今後將繼續努力，參
與社會事務，支持公益事業，努力服務市民，為
香港的繁榮穩定貢獻自己的力量。

出席慶賀宴會的還有：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慈
善基金榮譽會長蘇計成、李歡、王國強，常務副
主席楊鑫，副主席林光如、葉振南，司庫唐大威
，秘書長楊位醒，副秘書長鍾立強，會務發展委
員會主任鄧祐才，以及多位執委、委員等。

香港工業總會（工總）歡迎特區
政府於2020年1月推出新一輪中小企
支援服務，並優化發展品牌、升級轉
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BUD
專項基金）和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
，以加強支援中小企。

工總感謝政府接納其意見，擴大
BUD專項基金的涵蓋範圍至其他與香
港簽署自貿協定的經濟體，並將中小企
業市場推廣基金的上限，由40萬元提高
至80萬元。此外，工總也歡迎政府設立
「中小企資援組」（SME ReachOut）

，協助企業善用政府提供的支援。
工總主席葉中賢說： 「中美兩國

雖有望在2020年1月初達成第一階段貿
易協議，但預料中美貿易衝突將會持

續。因此，中小企必須開拓新市場，
以減少投資風險。新一輪的支援措施
，將有助減輕中小企在 『開源』方面
的資金問題，從而鼓勵企業到世界各
地尋找新商機，更重要的是能夠幫助
它們解決申請政府支援計劃所遇到的
問題。」

葉中賢續指： 「香港必須促進經
濟多元化，才能確保本地的可持續發
展。工總希望政府除推出更多支援中
小企的措施之外，也能夠全面起動再
工業化，並盡快落實 『再工業化資助
計劃』的細節，以鼓勵更多企業在香
港設立智能生產線。此舉不但能夠重
振香港製造業，更可創造就業機會和
增強本港的競爭力。」

工總歡迎政府加推支援中小企措施
招商永隆銀行最近推出 「交稅通」稅務貸款計劃，協助客戶輕鬆渡過稅季。為減

輕個人客戶的稅貸成本，申請貸款手續費全免，操作簡單方便，不論是個人或公司客
戶，皆可享有特高貸款額，讓客戶靈活應急周轉、解除稅務煩憂。

個人薪俸稅計劃 貸款手續費全免
招商永隆銀行 「交稅通」個人薪俸稅貸款計劃，接受個人客戶以2019年度薪

俸稅稅單申請，貸款手續費全免，貸款上限為月薪12倍或港幣$1,000,000元，以低
者為準。

現有招商永隆銀行客戶可享每月平息低至0.13%（以12個月還款期計，實際年
利率低至2.91%），一般客戶則可享每月平息低至0.15%（以12個月還款期計，實
際年利率低至3.36%），申請貸款手續費全免優惠。

公司利得稅計劃 增額外流動現金
招商永隆銀行的 「交稅通」公司利得稅貸款計劃，提供高達應繳稅額300%或

港幣$1,500,000元（適用於現有客戶）/200%或港幣$800,000元（適用於全新客戶）
，以低者為準。客戶無須抵押品，年利率低至P-1.25%，手續費更低至0.5%。

招商永隆推 「交稅通」 稅務貸款計劃

▲香港區潮人聯會會長胡池致辭

▲廣東社總一眾首長、執委慶賀余國春主席榮
獲大紫荊勳章

▲榮譽級首長迎春聯歡晚宴，賓主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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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綠庭投資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控股子公司提起訴訟的公告

重要內容提示:
‧上海綠庭投資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亙通行融資租賃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亙通行」）業務訴訟事項，已提起訴訟，法院出具了受理通知書。
‧原告為亙通行，被告為昆山港龍置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昆山港龍」）及其相關公司
‧涉案金額：借款本金2,292萬元及利息等。
‧案子尚未開庭審理。本次訴訟事項事實清晰，訴訟敗訴風險較低，且抵押物充足，基本可以覆蓋本次貸款未償還

的本金和利息。
一、案件的基本情況
2020年1月3日，公司控股子公司亙通行就委託貸款業務向借款客戶昆山港龍及其相關方等提起訴訟,要求歸還貸款本

金2,292萬元，並支付利息等，本次委託貸款受托人上海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普陀支行作為本案第三人。 2020年1月7日，
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 「法院」）就上述案件出具了受理通知書，案號為（2020）滬0107民初390號，具體
情況如下：

（一）案件各方當事人
原告：上海亙通行融資租賃有限公司
被告（一）：昆山港龍置業有限公司
被告（二）：蘇州平江港龍房地產有限公司
被告（三）：昆山港龍喜臨門經營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第三人：上海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普陀支行
被告（二）、被告（三）為被告（一）的關聯企業。
（二）訴訟請求
1、判令被告償還委託貸款本金2,292萬元及相關利息等；
2、判令諸被告承擔本案訴訟費用、律師代理費、保全費用等。
（三）事實與理由
2018年7月13日，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亙通行委託上海銀行向昆山港龍置業有限公司發放委託貸款3500萬元，並簽訂

《上海銀行單位委託貸款借款合同》（以下簡稱：借款合同），貸款期限自2018年7月20日起至2019年7月19日止。為保
證上述借款合同的履行，原告、被告（一）和第三人簽訂了《上海銀行單位委託貸款抵押合同》（以下簡稱：抵押合
同）。

上述貸款到期後，經協商，借款合同展期兩次，分別為：2019年7月20日至2019年9月19日，以及2019年9月20日至
2019年11月19日。同時，為保證借款安全，原告、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簽訂了《還款協議》，約定昆
山港龍喜臨門經營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收取的抵押物租金作為還款來源。

截至目前，昆山港龍置業有限公司已清償本金1,208萬元和利息305萬元，被告尚欠本金餘額為2,292萬元。抵押物為
昆山港龍位於昆山市周市鎮的209套商業房產，共計6,687.63平方米。

截止起訴日，三被告均未按照相關合同的約定履行付款義務，基於上述事實，亙通行向法院提起訴訟並申請財產保
全。

二、上述訴訟對公司的影響
1、抵押物情況
本次委託貸款抵押物為昆山港龍位於昆山市周市鎮翠薇西路508號昆山義烏國際小商品市場1號樓及位於昆山市周市

鎮港龍喜臨門家居廣場2號樓部分房產，總計209套，面積6,687.63平方米。
依據昆山港龍目前提供的租賃合同，初步統計本次抵押物附帶的租金約為328萬元/年。另，依據該項目可行性報

告，抵押物所在項目總建築面積為148,587平方米，總投資約為79,190萬元人民幣，據此計算的抵押物成本價約為5,330
元/平方米，抵押物成本合計約3,565萬元。公司認為抵押物價值基本可以覆蓋本次貸款剩餘未償還本金及利息。鑒於亙
通行為第一抵押權人，預計本次處置回收的過程風險較小。

2、本次訴訟事項事實清晰，訴訟敗訴風險較低。
因本案件尚未正式開庭審理，暫時無法判斷對公司本期利潤和期後利潤的影響。公司將持續關注上述相關案件進展

情況，並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三、備查文件
1、民事起訴狀；
2、法院受理通知書。
特此公告。

上海綠庭投資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月8日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4民初11685號
正銀投資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中航物業管理有限公司訴被告正銀投資有限
公司物業服務合同糾紛一案，因你方目前下落不明，無法送
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的規
定，向你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開庭傳票等應訴材料。原告請
求判令：1、被告立即支付廣東國際大廈B附樓13F自2015年5月
至2018年12月拖欠的物業管理費（按14.85元／平方米／月計，
即893元）合計人民幣28576元給原告，並以拖欠的物業管理費
為基數，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支付自起訴之日起至款
項清償之日的滯納金給原告；2、被告承擔本案所有訴訟費用。
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方。你方的
答辯期為公告期滿後的三十日內，舉證期限至答辯期滿後的十
五日內。本案定於2020年6月16日下午14時15分在本院（廣州市
越秀區寺右新馬路一街3巷1號）302法庭公開開庭審理本案。不
依時到庭的，本院將依法缺席審判。

特此公告。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2020年1月8日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4民初19654號
郭慈偉：

本院受理原告廣東珠江商業地產物業服務有限公司訴被告郭慈
偉物業服務合同糾紛一案，因你方目前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的規定，向你公告
送達起訴狀副本、開庭傳票等應訴材料。原告請求判令：1、被告
立即支付物業管理費21041.1元及逾期違約金（逾期十日以內的，
每日按應付未付金額1‰支付違約金；逾期超過十日的，從第十一
日開始，每日按應付未付金額5‰支付違約金，自逾期之日起計至
被告支付全部款項之日止，暫計至2018年7月31日為21041.1元。違
約金總額以被告所欠物業管理費本金為限），以上金額暫合計人民
幣42082.2元；2、被告承擔本案全部訴訟費用。自本公告發出之日
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方。你方的答辯期為公告期滿後的
三十日內，舉證期限至答辯期滿後的十五日內。本案定於2020年6
月11日8時45分在本院（廣州市越秀區寺右北一街三巷一號）233法
庭公開開庭審理本案。不依時到庭的，本院將依法缺席審判。

特此公告。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2020年1月8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4民初27510號

金紅梅（KIM HONG MAE）：
本院受理原告廣東珠江商業地產物業服務有限公司與被告

金紅梅（KIM HONG MAE）物業服務合同糾紛一案，因金紅
梅（女，韓國人）目前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民
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起
訴狀副本、證據等應訴材料及開庭傳票。原告起訴請求判令：
1. 被告向原告支付物業管理費人民幣6006.3元；2. 被告向原告
支付逾期繳交物業管理費的違約金人民幣6006.3元；3. 被告承
擔本案訴訟費用。（詳見民事起訴狀）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
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方，你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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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定於
2020年5月25日上午8時45分在本院（廣州市越秀區寺右北一街
三巷一號）302法庭公開開庭審理，逾期將依法缺席判決。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2020年1月8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4民初27514號

金紅梅（KIM HONG MAE）：
本院受理原告廣東珠江商業地產物業服務有限公司與被告

金紅梅（KIM HONG MAE）物業服務合同糾紛一案，因金紅
梅（女，韓國人）目前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民
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起
訴狀副本、證據等應訴材料及開庭傳票。原告起訴請求判令：
1. 被告向原告支付物業管理費人民幣8635.2元；2. 被告向原告
支付逾期繳交物業管理費的違約金人民幣8635.2元；3. 被告承
擔本案訴訟費用。（詳見民事起訴狀）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
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方，你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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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定於
2020年5月25日上午10時30分在本院（廣州市越秀區寺右北一
街三巷一號）302法庭公開開庭審理，逾期將依法缺席判決。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2020年1月8日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4民初19656號
郭慈偉：

本院受理原告廣東珠江商業地產物業服務有限公司訴被告郭
慈偉物業服務合同糾紛一案，因你方目前下落不明，無法送達，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的規定，向
你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開庭傳票等應訴材料。原告請求判令：
1、被告立即支付物業管理費24526.4元及逾期違約金（逾期十日以
內的，每日按應付未付金額1‰支付違約金；逾期超過十日的，從
第十一日開始，每日按應付未付金額5‰支付違約金，自逾期之日
起計至被告支付全部款項之日止，暫計至2018年7月31日為24526.4
元。違約金總額以被告所欠物業管理費本金為限），以上金額暫
合計人民幣49052.8元；2、被告承擔本案全部訴訟費用。自本公告
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方。你方的答辯期為公
告期滿後的三十日內，舉證期限至答辯期滿後的十五日內。本案
定於2020年6月11日8時45分在本院（廣州市越秀區寺右北一街三巷
一號）233法庭公開開庭審理本案。不依時到庭的，本院將依法缺
席審判。

特此公告。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2020年1月8日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4民初39582號
黃英賓：

本院受理原告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廣州荔灣支行與被告
黃英賓信用卡糾紛一案，因黃英賓（男，1974年5月31日出生，
台灣居民）目前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相關法律規定，向
你公告送達本案起訴狀副本、證據材料及（2019）粵0104民初
39582號民事裁定書，原告起訴請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償還
信用卡透支本金111488.89元、利息397.91元、還款違約金0元，
合計共111886.80元及從2019年7月3日起至欠款還款之日止的透
支利息、滯納金；2、被告向原告支付原告委託律師代理的律
師費12000元；3、被告承擔本案訴訟受理費、保全費、公告費
等與訴訟有關的費用。（詳見民事起訴狀）。裁定如下：准許
原告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廣州荔灣支行撤回起訴。本案受
理費人民幣2778元，減半收取人民幣1389元，由原告負擔（已
付）。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方。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2020年1月8日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4民初19937號
楊桂寶：

本院受理原告廖啟騰訴被告楊桂寶合同糾紛一案，因
你方目前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
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起訴狀
副本、開庭傳票等應訴材料。原告請求判令：1、被告向
原告返還代理服務費人民幣10萬元及支付自2016年1月5日
至付清本息之日止的利息（按照銀行同期貸款利率計算，
暫計至2019年3月6日為15252元）；2、本案訴訟費用由被
告承擔。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
你方。你方的答辯期為公告期滿後的三十日內，舉證期限
至答辯期滿後的十五日內。本案定於2020年6月12日8時45
分在本院（廣州市越秀區寺右北一街三巷一號）233法庭
公開開庭審理本案。不依時到庭的，本院將依法缺席審判。

特此公告。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2020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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