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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長榮：回歸理性發揮獨特優勢
中」，但凡政府有政策推行
或大型發展例如「一地兩
檢」、「明日大嶼」等，都
會有泛政治化的聲音出現。
政府的各種政策和施政都被
非理性的行動阻撓、破壞，
就連大家在生活中都要分清
政見和立場。「這樣的政治
生態讓香港擺脫困境更加艱
難——經濟一落千丈、百業
凋敝、失業率大幅攀升。面
對香港如此局面，社會各界
應合力推動『去政治化』，
全神貫注經濟民生，回歸商
業城市本色，彰顯商業城市
的魅力才是香港最好、最可
行之道。」

由本報聯合各大商會、社團舉辦的
「2020 香港商界最關注的 10 件大事」評
2020
選活動已經接近尾聲，全國政協委員、香
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蘇長榮日前接受採
件大事
訪時表示，2020 年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讓
系列專訪
所有國家都措手不及，改變了人們的思維
和生活方式，也在加速構建新的世界秩
序；香港國安法的頒布施行讓香港由亂轉治，回歸法治、回歸理性、重樹信
心。蘇長榮認為，香港一直是崇尚法治精神的商業社會，順應時代潮流、發
揮獨特優勢是香港長期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
香港商報記者 呂明霞

防疫抗疫頭等大事
作為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蘇長榮帶領聯合會
所轄團體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積極參
與社會事務，服務市民大眾。2020 年 2 月，香港各界
成立了「全港社區抗疫連線」，蘇長榮擔任總召集
人，在港九新界 18 區開展社區防疫、抗疫行動，派贈
口罩及抗疫物資，配合政府抗疫工作，動員、幫助市
民對抗疫情。回憶起這段漫長的抗疫過程，蘇長榮感
慨道：「2、3 月份時香港抗疫物資緊缺，很多基層市
民都買不到口罩，形成了防疫物資市場供應的恐慌，
增加了防疫難度。為了解憂紓困，全港社區抗疫連線
成立後，千方百計在各地和國際市場採購口罩等大量
抗疫物資，不間斷地在各區開展抗疫活動，向前線醫
護人員、管理員、清潔工、的士司機、學校教職員以
及有需要的人士派發口罩及防疫用品。到目前為止，
已經派出超過 5000 萬個口罩，如此龐大數量和覆蓋面
廣泛的抗疫物資組織及派送，全賴各區廣大團體和義
工的艱辛努力、無私奉獻。」
蘇長榮續說，在香港社區和基層展開防疫抗疫，離
不開社團和義工的力量。包括組織訓練有素、豐富經
驗的義工向有感染個案的樓宇乃至社區的居民及時提
供抗疫援助和送贈生活物資；登門支援市民、向有需

要人士派送抗疫物資，減少了長者、長期病患者出門
染疫的風險，也增強了市民的抗疫意識。「我們會繼
續堅守抗疫，在不同階段向政府、市民發出倡議，提
供幫助，直至徹底清零通關。」
特區政府急市民所急，已訂足 1500 萬劑新冠狀病毒
疫苗免費提供予市民接種，并於 2 月下旬展開。蘇長
榮呼籲全體市民為保護自己，保護家人想，主動接
種疫苗，以自己的實際行動配合消滅疫情，實現生活
秩序的正常。他也期望當局盡快落實內地與香港健康
碼互認互通安排，恢復兩地人員的往來和經濟活動。

國安法利港長遠發展
另一件讓蘇長榮感到振奮的大事，便是香港國安立
法施行。「2019 年的社會黑暴事件，令香港的安全蒙
上陰霾。香港作為一個商業社會，最核心的保障就是
法治的有效和社會秩序的穩定，如果一個做生意的地
方連最基本的人身安全都無法保障，試問還有誰還敢
來港營商發展呢？」
蘇長榮表示自己對香港這座城市深有感情，看到近
幾年的社會亂象，痛心不已。「國安法實施是香港經
濟社會發展的迫切需要，為香港社會恢復秩序、重回
正軌提供了堅實的保障。一個地區的長治久安離不開
法治的健全和市民的遵紀守法意識，我們要對香港的

中總邀傳媒新春聚會
希望大家積極接種疫苗；蔡冠深表示，兩
會在即，他將繼續向中央提出香港加入各
類自貿區的建議，提升經濟影響力；陳仲
尼期望香港盡早優化青年生涯規劃，資助
其學習實用課程。

袁武：同心抗疫助經濟恢復
袁武表示，過去一年的新冠疫情讓香港
經濟面臨嚴峻考驗，國安法的頒布讓香港
社會由亂變治。2021 年的首要任務依然
是控制疫情，清零通關。他肯定預算案有
助企業和市民應對當前經濟困境，與民共
渡難關。內地控制疫情效果顯著，成為去
年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他
希望香港深化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抓
香港中華總商會邀傳媒新春聚會，袁武（中）、蔡冠深（左）、陳 緊國家「十四五」規劃和「雙循環」發展
仲尼（右）出席。
機遇。
蔡冠深表示，疫情受控之後，香港定會成為國家
【香港商報訊】記者呂明霞報道：香港中華總商會
「內循環」與「外循環」的樞紐。兩會在即，他將繼
昨日於會所舉辦傳媒聚會，就香港 2021 年經濟發展趨
續向中央提出建議，推動香港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
勢、財政預算案及兩會提案作出探討。香港中華總商
伴關係協定》（RCEP）、融入京津冀雄安新區及環
會會長袁武、永遠名譽會長蔡冠深、副會長陳仲尼出
渤海經濟圈的發展等，加強香港與相關地區在金融、
席聚會。袁武提到，香港經濟復蘇離不開疫情受控，

隨機應變與時俱進
一直以來，香港都能根據
時代發展順應潮流、隨機應
變。這樣的應變和創新能力
蘇長榮表示，香港應該放眼四周變化，與時俱進，重新思考自身
也是香港長期立於不敗之地
定位和未來方向。
的根本。香港雖為彈丸之
地，但在不同歷史時期的順勢調整也像小船一樣「好
下一代負責，教育和引導香港年輕一代對國家、民族
調頭」。蘇長榮說到：「近兩年的香港同時經受了複
的認同，熱愛，對香港盡心維護。」
雜多變的中美關係、黑暴運動、新冠肺炎疫情和經濟
切莫讓政治化氾濫全社會
惡劣等多重回歸以來最嚴峻的考驗，香港應該好好想
一想，放眼看看四周變化，感受毗鄰的深圳的發展成
香港自開埠以來就是一個商業城市。無論是英國人
就，適應國際形勢的轉變，與時俱進，重新思考自身
管治的 150 多年，還是回歸後的 23 年，香港的最獨特
定位和未來方向。」
優勢、最大魅力都在於其商業特性，正是由於政治色
近日中央強調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落實
彩很淡，商業色彩很濃，香港可以容納各色人等，包
「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讓蘇長榮備受鼓舞，他認
容中西文化，令近悅遠來，使活力常在。
為，「『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行穩走遠的基
但這些年來，香港變得政治味愈來愈濃，任何一個
本保障，也是正確的政治倫理，天經地義。中央和香
涉及經濟民生的小事，都有人給其貼上「政治標
港特區應該從速完善制度建設，從香港的憲制秩序和
籤」，就連抗疫也被人政治化解讀。回想 2003 年沙士
治理體制上確保由『愛國者治港』，真正實現中央在
期間，港粵兩地攜手抗疫，並沒有人說三道四，最終
香港的全面管治，將香港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保障香
成功戰勝了疫情。這一次，內地支援香港進行核酸檢
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測，竟有人污衊內地要「提取港人基因」、「基因送
現代服務業等方面的合作。
陳仲尼就香港青年工作提出建議，他希望香港盡早
優化青年生涯規劃，讓他們提前了解各行各業的運
作；同時資助青年學生學習實用課程，適應不同工
種；提升青年人的國民身份認同感，建議從中學開始

在課程中加入內地考察的內容，鼓勵青少年前往大灣
區實習、就業。
中總將繼續幫助港商融入「十四五」規劃和大灣區
的發展，藉助網絡關係連接專業人才，推動內地與香
港的經濟往來。

全港各區工商聯團拜賀新春
豬儀式，歡慶新春，該會並與康盈醫療集團簽訂「合
作協議備忘錄」，為會員提供疫苗注射、一系列醫療
服務及專享會員獨有優惠。疫情下，多位嘉賓在線上
直播拜年，風水命相顧問區仲德應邀分享牛年開運要
訣。
盧錦欽與執行委員會主席楊凱山、創
會會長楊孫西、永遠榮譽會長吳為贊、
永遠會長兼秘書長張偉儒及各區成員會
會長主席等向來賓拜年，祝賀大家新年
進步，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盧錦欽致祝賀辭，代表全港各區工商
聯向會董、會長及會員拜年，祝願牛年
大吉、牛氣沖天！他指香港去年設立國
安法有效打擊黑暴及穩定法治。在未來
大灣區政策是一個機遇，全港各區工商
聯早前創建大灣區深港商貿合作基地平
台，凝聚各區精英及各區資源，共同協
全港各區工商聯首長與會員合照。
助會內不同的產業，希望會員們能借助
此平台尋找商機，發揮平台價值。
創會會長楊孫西表示，牛年來臨，全
港各區工商聯上下需團結一致，共同努
舉行債權㆟會議通告
力，爭取進步！

【香港商報訊】記者盧慧萍報道︰全港各區工商聯
日前假觀塘鴻圖道香江國際大廈三樓會址舉行「辛丑
牛年新春團拜及 2021 牛年開運秘笈網絡分享會」，該
會會長盧錦欽及一眾首長與嘉賓、會員一同舉行切金

香港㈵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破產案件 2018 年 959 ㊪

舉行債權㆟會議通告
關於：陳曉霖 ( 破產㆟ )
㆖述案件之債權㆟會議將於 2021 年 3 ㈪ 17 ㈰ ( 星期
㆔ ) ㆘午 4 時 30 分於香港銅鑼灣恩平道 28 號利園㆓期
29 字樓舉行。
㈰期： 2021 年 2 ㈪ 26 ㈰
馬德民
黃國強
共同及各別暫行受託㆟
此通告由羅申美㈽業顧問㈲限公司呈遞

香港㈵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破產案件 2017 年 3537 ㊪
關於：丘家麟 ( 破產㆟ )
㆖述案件之債權㆟會議將於 2021 年 3 ㈪ 17 ㈰ ( 星期
㆔ ) ㆘午 3 時 30 分於香港銅鑼灣恩平道 28 號利園㆓期
29 字樓舉行。
㈰期： 2021 年 2 ㈪ 26 ㈰
馬德民
黃國強
共同及各別暫行受託㆟
此通告由羅申美㈽業顧問㈲限公司呈遞

㈲關呈請書的替㈹送達
報章公告
HCB 8385 / 2020
香港㈵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高院破產案件2020年第8385號

關於呈請的公告
香港㈵別行政區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公司清盤案件
2020年第349㊪
關於公司(清盤及雜㊠條文)條例第32章
及
關於 ㆗信礦業集團㈲限公司ZHONG XIN
ORE-MATERIAL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關債務㆟：黃泰烈 (HWANG TAE YEUL)
(香港身份證號碼: K676xxx(x))
單方申請㆟：大新銀行㈲限公司 (Dah Sing Bank, Limited)
㈲關於2020年12㈪16㈰提交的破產呈請書事宜。
註冊㆞址為香港告士打道108號光大㆗心36樓的大新銀行㈲限公司
已針對你提交㆒份破產呈請書，而法院已㆘令如將該份呈請書的㆒
份蓋章文本連同2021年2㈪23㈰之替㈹送達令的㆒份蓋章文本以預
付郵㈾普通郵遞方式送交你的最後為㆟所知的㆞址，即(1) 香港新
界荃灣海盛路11號 One Midtown 43樓19-20室；及(2) 香港㈨龍
尖沙咀彌敦道99號海防大廈5樓502室，並註明由黃泰烈
(HWANG TAE YEUL)收件，及將本通知書在香港刊行流通之㆗
文報章香港商報㆖刊登㆒次，則須當作已向你送達該份呈請書 ;
該㊠呈請將於2021年3㈪10㈰星期㆔㆖午11時00分在香港㈮鐘道
38號香港㈵別行政區高等法院進行聆訊，你須於該㈰出庭，如你
不出庭則法院可在你缺席的情況㆘針對你作出破產令，㈵此通知。
你可於提出申請時在法院查閱該份呈請書。
㈰期 : 2021年2㈪26㈰
司法常務官
致：黃泰烈 (HWANG TAE YEUL)
申請㆟㈹表律師：胡百全律師事務所
㆞址：香港㆗環遮打道10號太子大廈12樓1225室
電話：2533 7700傳真號碼：2525 5737
檔號編號：134747:SPT:AWH:KLM

HCCW 426/2020
HCCW 349 / 2020

㆒㊠要求香港高等法院法庭將㆖述公司清盤的呈請，已於2020年 10㈪
23㈰，由呈請㆟ JAMES WARDELL and JACKSON IP，其㆞址
為 香港北角英皇道625號17樓1704室，向該法院提出，㈵此通知。該
㊠呈請按指示將於2021年3㈪17㈰星期㆔㆘午3時00分在法庭席前進行
聆訊；該公司的任何債權㆟或分擔㆟，如意欲支持或反對就該㊠呈請
作出命令，可於聆訊時親㉂出庭或由為該目的而獲聘任㈹表他的大律
師出庭。該公司的任何債權㆟或分擔㆟，如要求獲得該呈請書的文
本，在繳付該文本的規定收費後，會獲得㆘述簽署㆟提供該文本 。
㈰期：2021年2㈪26㈰
呈請㆟㈹表律師廖陳林律師事務所
香港㈮鐘道95號
統㆒㆗心
9字樓A室
電話：28479333
傳真：28680136
檔案編號：NGCW/TL/157174/20
註：任何擬在該㊠呈請聆訊㆗出庭的㆟，必須將㈲關其擬出庭的意向
的書面通知，送達或以郵遞方式送交㆖述簽署㆟。該通知書必須述明
該㆟的姓㈴及㆞址，或如屬商號，則必須述明其㈴稱及㆞址，且必須
由該㆟或該商號，或該㆟或該商號的律師(如㈲的話)簽署。該通知書亦
必須以足夠時間送達或 (如寄出) 以郵遞送交，以在不遲於2021年3㈪
16㈰㆘午6時送抵㆖述簽署㆟。

香港㈵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高院公司清盤案件編號2020年426號
㈲關世紀管理服務㈲限公司
及
㈲關香港法例第32章《公司(清盤及雜㊠
條文)條例》第V部(第178(1)(a)條)的事宜
㆒㊠要求香港㈵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將㆖述公司清盤的呈請，已於
2020年12㈪11㈰，由林錫光和陳啟鴻經營林錫光、陳啟鴻律師
行（其營業㆞址為香港㆗環德輔道㆗71號永安集團大廈6樓607608室）向該法院提出，㈵此通知。該㊠呈請按指示將於2021年
3㈪17㈰㆖午9時30分在法庭席前進行聆訊；該公司的任何債權
㆟或分擔㆟，如意欲支持或反對就該㊠呈請作出命令，可於聆訊
時親㉂出庭或由為該目的而獲聘任㈹表他的大律師出庭。該公司
的任何債權㆟或分擔㆟，如要求獲得該呈請書的文本，在繳付該
文本的規定收費後，會獲得㆘述簽署㆟提供該文本。
㈰期：2021年2㈪26㈰
陳俊華律師事務所
呈請㆟㈹表律師
香港軒尼詩道395-399號
東區商業㆗心6字樓E及F室
註：任何擬在該㊠呈請聆訊㆗出庭的㆟，必須將㈲關其擬出庭
的意向的書面通知，送達或以郵遞方式送交㆖述簽署㆟。
該通知書必須述明該㆟的姓㈴及㆞址，或如屬商號，則必
須述明其㈴稱及㆞址，且必須由該㆟或該商號，或該㆟或
該商號的律師（如㈲的話）簽署。該通知書亦必須以足夠
時間送達或（如寄出）以郵遞送交，以在不遲於2021年3㈪
16㈰㆘午6時送抵㆖述簽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