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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社總 18 區街站宣國家安全
【香港商報訊】記者傅之忺報
道：香港河源社團總會於「全民
國家安全教育日」當天發起 18 區
街站活動，支持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活動中，該會及屬會義工派
發宣傳單、唱國歌並與市民作街
頭互動。該會主席黃敬表示，希
望透過活動提高香港市民對中國
人身份的認同感，讓市民認識到
保護國家、人人有責的重要性。

黃敬：350 餘會員參與
黃敬介紹說，是次活動籌備已有兩周，計劃由最初
18 個站點，最終擴充至 26 個站點。皆因各屬會響應
積極，出人出力，共有 350 餘會員參與。當日，他與
執行主席何志強分頭行動，馬不停蹄，每半小時即到
一個站點，現場與義工、市民共唱國歌，獲得不少市
民的鼓勵及支持。值得一提的是，黃敬當日準備了十
多件不同顏色的上衣，站站不同色，他笑稱：「這樣
會更有趣一些。」
黃敬認為，全國人大通過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
決定，對全港市民來說是一次福音。以往立法會上盡
見拉布情況，拉布的議員懶理民生；完善選舉制度
後，大家能夠集中民生的議題。香港曾經有東方之珠
的美譽，「修例風波令我們黯然無光。完善法例後，

相信香港美譽必然重臨。」
該會執行主席何志強講到，這次街站意義重大，一
個上午的時間他跟會員跑了九龍城、荔枝角、觀塘
等多個區域，旨在向市民宣傳「全民國家安全教育
日」的重要性。「國家安全教育能夠增強市民對國家
安全的認識，營造更好的法治氛圍。在九龍城區的街
站剛好碰到中學生放學，他們的態度都很溫和，很有
序地與我們聊天，可以感受到隨國安法和香港選舉
制度的不斷完善，社會氣氛會越來越好。」他認為，
穩定的政治氛圍才能更好地發展經濟。
河源社團總會青年事務委員會秘書長李尚仁在活動
中表示，河源社總對年青一代的培養十分重視，此次
活動亦有不少像他一樣的年輕同鄉參加。青年事務委
員年齡要求為 40 歲以下，目前會員最小的年僅 22
歲。

中央獅子會啟動「關愛僱主計劃」
黃敬(左三）當日在尖沙咀站點高唱國歌並與義工
合影留念。

【香港商報訊】記者傅之忺報道：中央獅子會日前
假灣仔軒尼斯道 W Square 舉辦「第一屆關愛僱主計
劃啟動會暨新聞發布會」，會上表揚僱主積極承擔社
會企業責任及熱心本地公益活動。活動邀請勞工處展
能就業科區域經理鄭志傑、香港復康力量總幹事趙立
基、明愛樂務綜合職業訓練中心高級經理陳永祥到場
支持。三人就聘用殘疾青年的價值、知人善任對公司
和社會的貢獻等內容進行分享。
該計劃為 15 歲以上殘疾青年配對關愛僱主，同時開
拓跨界別合作空間以推動企業關愛員工、扶助弱勢社
群。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各屬會及 50 個行業
商會為活動支持機構。

「先實習後聘用」達成共贏

303 區獅子會區職員商會代表合影。
公司 100 人中有 19 名殘疾人士，洗衣業務對勞動力要
求相對較大，但他們能完全勝任。他認為明愛的「先
實習，後聘用」計劃很好，殘疾人士入職時會由主管
引導工作 2 至 3 個月，使其充分了解到社會工作模
式，明白自身是否合適。

殘疾人士潛能大
香港復康力量總幹事趙立基表示，香港共有 58 萬殘
障人士，即佔總人數的 8%。當下社會勞動人口不斷
下降，應該多聘用殘疾人士。儘管很多殘疾人士都只
能做基本工作，但隨教育及科技發展，他相信殘疾
人士也能勝任一些專業工種。
中小企可持續發展學會創會會長連舜香表示，殘疾

人士工作有其優勢，如專注、踏實。她冀企業能夠多
多挖掘殘疾人士的潛力，讓他們活得更有尊嚴。參加
該計劃前，公司已聘有 5 名員工，她將鼓勵會員企業
積極參與，提高殘疾人士就業機會。

資助津貼最高達 60000 元
勞工處展能就業科區域經理鄭志傑說，勞工處為殘
障人士提供就業輔導，提供配對服務和就業輔導。合
資格僱主如經「就業展才能計劃」，聘用有就業困難
的殘疾人士，於 9 個月受僱期內最多獲發放 60000 元
的津貼。而關愛僱員也會有留任津貼，最高金額為
9000 元。對企業來說，聘請關愛僱員不僅幫助一個
人，亦幫到家庭，最終幫助社會。

仁濟醫院第 54 屆董事局就職
【香港商報訊】仁濟醫院董事局第 53/54 屆董事局
交代就職典禮日前以簡約形式舉行，黃楚淇膺仁濟第
54 屆董事局主席。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及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羅致光分別透過現場視像直播主持監誓儀式
及拍短片致賀，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擔任特邀嘉賓，
頒發任滿狀予第 53 屆董事局各位總理，與來賓共同見
證盛事。懲教署署長胡英明頒發第 53 屆董事局當年顧
問任滿狀，以及「全年最高出席率獎」及「全年最高
籌款獎」予各得獎總理。
第 53 屆董事局主席周松東致辭時感謝仁濟團隊堅守
工作崗位，與香港市民抗疫前行。仁濟先後推出
「2019 冠 狀 病 毒 孕 婦 檢 測 計 劃 」 及 「 社 區 檢 測 計
劃」，齊心支援社區。過去一年，仁濟繼續籌募及慈
善活動，年度的籌款及捐款收入超過 1 億 200 萬元。
他表示，仁濟在過去一年與市民並肩「抗疫前行」，
感謝各方善長慷慨捐贈，先後獲得近 300 個單位及善
長捐贈逾 339 萬個口罩及 45 萬份防疫物資，並迅速將
物資分派到有需要人士手中。他祝願董事局在黃楚淇

主席的領導下，繼續發揮香港人逆境自強、永
不放棄的精神，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市民大眾。

黃楚淇冀各項服務更上層樓
黃楚淇致辭時表示，將會貫徹仁濟服務社群
的宗旨，共同努力，令各項服務更上一層樓。
包括該院將設立心導管室及加強冠心病護理病
房服務，預期於 2022 年第一季開始提供冠狀動
脈介入治療服務；亦會竭力配合政府推動地區
康健中心的發展，提升市民自我管理健康的能
力。
該院現正與沙田婦女會正合作於馬鞍山興建
一幢八層高的綜合社會服務大樓，其中六層將
用作興建智慧樂齡院舍。仁濟各項慈善基金將
繼續為遇上緊急事故的困苦無助的貧窮家庭提
供即時援助，協助他們走出困境。
典禮上，大會進行支票頒贈儀式，包括李運強捐出
2500 萬元，添置先進大型醫療儀器；英皇慈善基金及
蓬瀛仙館各捐出 50 萬元，支持仁濟各項慈善服
務；卓明置業有限公司捐出 30 萬元支持仁濟緊

周松東(右)移交印信予黃楚淇(左)。
急援助基金。
此外，典禮上亦頒發了第 53 屆董事局的「最高籌款
獎」，冠亞季軍依次為總理鍾培生、嚴紀雯及主席周
松東；而董事局「最高出席率獎」冠亞季軍則由副主
席黃楚淇、孫蔡吐媚及葉恭正奪得。

PERFECT NATION GLOBAL LIMITED
Company No. 1690685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NOTICE is hereby give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VI
Business Companies Act, 2004 that the above named
company, is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The voluntary
liquidation commenced on 2021/04/12 and CHENG KA
FONG of Room B, 10/F., Tower A, Billion Centre, 1
Wang Kwong Road, Kowloon Bay, Kowloon, Hong
Kong is the voluntary liquidator.
Dated: 2021/04/12
(Sgd) CHENG KA FONG
Voluntary Liquidator

PACIFIC BASE GLOBAL LIMITED
Company No. 662617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NOTICE is hereby give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VI
Business Companies Act, 2004 that the above named
company, is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The voluntary
liquidation commenced on 2021/04/12 and CHENG KA
FONG of Room B, 10/F., Tower A, Billion Centre, 1
Wang Kwong Road, Kowloon Bay, Kowloon, Hong
Kong is the voluntary liquidator.
Dated: 2021/04/12
(Sgd) CHENG KA FONG
Voluntary Liquidator

公司條例
(第32章)
公司及債權㆟周年會議通知書
HMV Marketing Limited
(債權㆟㉂動清盤㆗)
根據公司條例(第32章)第247條通告㆖述公司之公司及債權
㆟周年會議訂於2021年4㈪28㈰分別于㆘午3時正和㆘午3時
30分假香港德輔道㆗248號東㈿商業大廈15樓1502室舉行。
是次會議之目的為㆖述公司之共同及各別清盤㆟就過去㆒
年所執行的職務及清盤進程作出報告。
㆖述會議之委託書必須於會議或延期會議舉行㈰期之前㆒
㆝正午12時前送達香港㆗環德輔道㆗248號東㈿商業大廈
15樓1502室。(聯絡電話：(852) 3521 2315梁小姐)
2021年4㈪19㈰
黃新強
共同及各別清盤㆟

HIGHTEC E GROUP LIMITED
Company No. 1619037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NOTICE is hereby give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VI
Business Companies Act, 2004 that the above named
company, is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The voluntary
liquidation commenced on 2021/04/15 and CHENG KA
FONG of Room B, 10/F., Tower A, Billion Centre, 1
Wang Kwong Road, Kowloon Bay, Kowloon, Hong
Kong is the voluntary liquidator.
Dated: 2021/04/15
(Sgd) CHENG KA FONG
Voluntary Liquidator

【香港商報訊】傲視環球有限公司 www.
eyezglobal.com(傲視環球)日前宣布推出全新
《移民幫到你》電視節目，與策略王電視
www.hksmedia.com 合作，於 4 月 23 日下午
4:30 首播，逢星期五與觀眾現場 online 見面
(策略王 YouTube Channel)，向客戶介紹全
球移民策略以及海外教育的最新發展，並即
場回答有關方面的問題。

傲視環球推《移民幫到你》節目

大會主席江俊傑表示，殘疾人士就業率比想像中
低，他希望透過計劃配對，成就「受眾成授眾，共容
更共融」。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獅子會第一
副總監梁麗琴呼籲所有僱主一齊行動，推動關愛文
化，每間企業 1000 名僱員中只要請 10 位，付出少少
力及愛心就可以推動企業正面形象。
明愛樂務綜合職業訓練中心高級經理陳永祥負責訓
練殘疾人士，再配對到餐飲、物流、商業及旅遊業等
僱主。他認為，訓練以就業為先，共贏才可持續發展
地幫助殘疾人士。殘疾人士自中學畢業後就可以受
訓，再根據殘疾人士的性格及能力，去配對適合的工
種，中間機構派同事跟進半年進行支援，以助殘疾人
士在就業後也能做好。
遠東乾濕洗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江遠龍表示，目前

傲視環球總裁唐珍妮主持全球投資移民及財富管
理高峰會。

產品組合多元化

傲視環球銳意推廣時下最流行的全球公民
身份項目 Global Citizenship Program，幫助
高端客戶通過不同國家的優勢，全方位的保
障自己以及家人的健康、財富以及其他方面
的權利。總裁兼創辦人 Jenny Tong 湯珍妮
表示:「本公司一直以客戶為本，近年高端
客戶持續增長，我們明白這類客戶對生活質
素、理財以及子女教育的要求都很高，產品
組合亦比較多元化、國際化，隨全球一體
化，每個人的身份直接影響他們的生活包括
就業機會、稅務責任、社會福利、醫療服
務、教育質素、流動性及公民權利等， 所
以他們更加需要專業移民顧問，有見及此，
我們度身訂造最適合的方案，致力為高端客
戶設計更個人化的全球公民時尚身份。」

精準定位滿足客戶需求

傲視環球與策略王電視合作，2019 年 12
月推出《移家去邊度》電視節目，全方位介
紹不同國家的移民政策、投資機會、稅務責
任以及教育質素等，廣受歡迎，節目亦不乏
重量級嘉賓，包括多名不同國家領事館的總
領事，親身為觀眾介紹其國家優勢以及解答
觀眾的問題；傲視環球與策略王電視合作舉
辦的移民講座亦是場場爆滿。
傲視環球 23 日推出的電視節目《移民幫
到你》將會以全新姿態亮相，與觀眾現場溝
通，探討不同國家的移民新攻略，幫助他們
達成心願。

黃偉綸《Talk Shop》
談解決土地問題策略
【香港商報訊】土地及房屋問題一直是困擾香港的「老、大、難」問
題，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日前接受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廠商會）多媒體
頻道 Hashtag CMA 的節目《Talk Shop》訪問時表示，港府正多管齊下增
加土地和房屋供應，其中「明日大嶼」願景可滿足香港中、長期的住屋
和發展需求，公眾利益重大。
黃偉綸向節目主持、廠商會行政總裁楊立門表示，「明日大嶼」在交
椅洲一帶填海、建人工島，可提供 15 萬至 26 萬個房屋單位，當中七成是
公營房屋，有助解決市民的住屋需求。而且人工島的地理位置優越，無
論是前往中環或機場都十分便捷，有條件發展為香港第三個核心商業
區，帶來大量高增值的就業機會。他指，明白公眾對「明日大嶼」財務
可行性的顧慮，他強調「明日大嶼」的工程開支並非在短期內一次過支
付，未來會詳細研究和審視不同的發展方案。另外，他亦分享了新發展
區、棕地發展、活化工廈等增加土地供應政策的進度。
疫情下遙距工作成為新常態，商業區寫字樓的租金下跌、空置率上
升。黃偉綸認為，難以單憑過去數個月的市場情況來分析長遠香港商業
用地的需求。而在
疫情前，不同的測
計師行報告都指
出，市場對商業用
地，尤其是甲級商
廈的需求仍存在；
即使是現在，中環
的空置率在國際上
仍是較低水平，反
映香港作為國際貿
易金融中心，對商
業用地的需求強
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