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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爺：未來 5 年擬發 1755 億綠債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表示，為進一步提升香港在區內綠色和可持續
金融樞紐的地位，今年預算案會繼續發行政府綠色
債券，在未來 5 年因應市場情況，會再發行合共約
1755 億元等值的綠色債券。除了美元、歐元，還可
以發行人民幣綠色債券，亦以豐富這些項目的種
類、發行的模式和渠道。他透露，正籌備在今個財
政年度發行綠色零售債券，全力推動全民參與和
支持，進一步把低碳經濟理念擴展至社區不同層
面。

去年港發行綠債達 120 億美元
民建聯工商專業委員會昨日舉辦 「百川」系列論
壇：綠色經濟高峰會，主禮嘉賓包括陳茂波及行政
會議召集人陳智思。陳茂波致辭時表示，香港的綠
色和可持續金融市場越來越蓬勃，而且參與者和產

品都越趨多樣化。去年香港安排和發行的綠色債券
總額達 120 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一的發行人是首次
在香港發債。反映香港的融資和專業服務平台深受
綠色金融產品的發行人和投資者歡迎。
他感謝立法會通過決議案，將發綠債計劃的借款
上限由 1000 億元提升至 2000 億元，並涵蓋更多不同
項目而不限於政府工務工程，為更多綠色項目提供
資金，使這些具環保效益的項目能早日完成，惠及
市民。
陳茂波稱，深圳市人民政府會於今個月在香港發
行不超過 50 億元離岸人民幣地方政府債券，並會在
交易所上市，發行期限為 2 年期、3 年期及 5 年期，
其中 3 年期及 5 年期的債券是綠色債券。這是首次
有內地市政府在香港發債，有助香港債券市場以及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的發展。特區政府會優化市場發
展的基建配套和增添動力，進一步提升香港在大灣

區內成為綠色和可持續金融樞紐的地位，成為區內
外綠色企業和項目籌資、融資的首選平台。

港有條件建碳交易中心
民建聯主席李慧表示，可持續發展將為香港帶
來商機，走在綠色經濟前端，並融合 「十四五」規
劃，希望是次綠色經濟高峰會給予大家啟發，為實
現碳中和目標作出貢獻。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
表示，香港作為國際交易中心，有條件建立碳交易
中心。碳交易中心在內地已經運作一段時間，反觀
香港在碳交易中心方面一直只聞樓梯響，政府仍處
於可行性研究報告階段。
高峰會邀得團結香港基金高級副總裁兼香港綠色
金融協會副會長黃元山、中國建築節能協會綠色醫
院專業委員會常務委員張毅，以及中石化(香港)油
站總經理潘建邦作主講嘉賓。

平保傳售方正壽險業務
交易料涉資 78 億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
道：外電聲稱引述消息透露，中
國平安保險(2318)考慮出售方正
集團壽險業務，料業務價值 10
億美元(約 78 億港元)，據報有其
他保險集團及投資基金有興趣
「接貨」 ，但目前仍在初步討論
階段，未有最終決定，中國平安
發言人對此不予置評。中國平安
昨日收報 51.25 元，跌 3.76%，
成交金額 20.89 億元。

最後所知㆞址：(1)㈨龍尖沙咀樂道27號18樓A及B室；及(2)香港
灣仔機利臣街5-9號20樓B室。

香港商報
廣告效力宏大

法定要求償債書

㈵此通知以㆘債權㆟已向你發出法定要求償債書
債權㆟㈴稱︰星展銀行(香港)㈲限公司
㆞址︰香港㆗環皇后大道㆗99號㆗環㆗心11樓
根據以債權㆟作為原告㆟，以你作為第㆓被告㆟，香港㈵別行政
區高等法院民事訴訟案件編號2015年第2404號的法律程序㆗，直
㉃2021年8㈪17㈰，你須向債權㆟支付：(i)港圓3,005,009.06；及
(ii)利息以本㈮港圓1,977,391.52按利息年利率13.5釐計算由
2021年8㈪18㈰直㉃全數付清止；及債權㆟要求你立即償付㆖述
債㊠，或就㆖述債㊠而作出令債權㆟滿意的了結。
本法定要求償債書乃重要文件，於本公告首次刊登之㈰即作為送
達㈰期。你必須於本公告首次刊登起計的21㆝內，償還此法定要
求償債書內所列出的債㊠或與債權㆟達成和解㈿議。否則，你可
被宣告破產，而你的㈶產及貨物亦可被取去。若你認為你㈲理據
把法定要求償債書作廢，你應在送達㈰期起18㆝內向法院提出申
請。若你對㉂己的處境㈲任何疑問，應立即徵求律師的意見。
該法定要求償債書可向㆘列㆟仕索取或在㆘列辦事處查看及領取︰
㈴稱︰蕭温梁律師行
㆞址︰香港㆗環德輔道㆗127-131號㈲餘貿易㆗心16樓
電話號碼︰2103 9888，傳真號碼︰2122 9650
檔案編號︰S:D210015:079:LIT-MISC
㉂本公告第㆒次刊登的㈰期起計，你只㈲21㆝的時間處理此事，
之後債權㆟便可提出破產呈請。另外，由本公告首次刊登的㈰期
起計，你亦只㈲18㆝的時間向法院申請把法定要求償債書作廢。
㈰期︰2021年10㈪5㈰

新地冀盡早參與
新發展區開發
【香港商報訊】據傳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本周三(6
日)公布的施政報告中，將打破傳統框框，改為以整
體全面規劃新界北用地，計劃該地區發展 8100 公頃
土地，興建多達 50 萬戶住宅，以興建公營房屋為主
導。未來新界北可容納的新增人口，將從目前約 60
萬人，增加到超過 100 萬人。
港府還計劃重新打造新界北交通基建，包括在洪水
橋興建鐵路系統，連接深圳前海，建成後，由洪水橋
到前海只需 10 分鐘車程。未來新界北將與深圳毗鄰
地區發展成為一個商業和創科企業中心，可提供超過
60 萬個就業職位。
在新界擁有眾多農地的新鴻基地產(016)回應傳媒查
詢時表示，樂見港府推出多項措施，增加房屋土地供
應。新地更向港府提出 6 項建議，包括讓發展商盡早
參與新發展區的發展；考慮推出土地債券，提供更大
的誘因鼓勵業權人交出土地；檢討祖堂地出售機制及
善用鄉村地；善用綠化地帶的潛力；檢討濕地潛力及
加快基礎建設。

10%綠化地帶可建 120 萬公屋

資料顯示，方正集團的壽險業務以北大方正人壽的
名義經營，主要從事理賠、財富管理、健康保險、養
老保險、人壽保險及意外傷害保險等業務。北大方正
人壽成立於 2002 年，註冊資本 28.8 億元(人民幣，下
同)，經營區域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四川、山
東、江蘇、廣東等地。
至於方正集團，則屬大型國有企業控股集團，旗
下業務包括醫療、金融、資訊科技等，旗下的上市
公 司 除 了 在 港 掛 牌 的 方 正 控 股 (418) 及 北 大 資 源
(618)， 還 包 括 在 上 交 所 掛 牌 的 方 正 科 技 、 中 國 高
科、方正證券及在深交所掛牌的北大醫藥。其中在
金融業務方面，除保險業務外，還包括期貨及基金
等領域。

根據《破產條例》〔香港法例第6章〕第6A(1)(a)條作出的法定要求償債書
緊隨法院的㆒㊠判決或命令而須立即償付的經算定款㊠的債㊠
致：王國榮 (Wong Kwok Wing Tony)
(香港身份證號碼D848xxx(x))

陳茂波表示，港府正籌備本財年發行綠色零售債券。
記者 崔俊良攝

中國平安考慮出售方正集團壽險業務，料業務價值
達 10 億美元(約 78 億港元)。
資料圖片

方正集團曾陷入財困
方正集團曾於 2020 年陷入財困，債務總額一度達
高達 1469 億元，因而被北京銀行申請破產重組。今
年 1 月，平保、珠海市國資委和深圳市特發集團組成
財團，成為方正集團的重整投資者。財團採取 「
出售
式重整」方式，把方正集團資產 「打包」後，再設立
「新方正集團」。
及至今年 6 月，方正集團破產重組計劃獲得通過，
集團及旗下 4 家子公司將以 「資產出售式」的方式進
行合併重整。至於平保旗下平安人壽，則於今年 8 月
獲反壟斷局無條件批准收購方正集團的業務。據平保
當時公布，購入了 「新方正集團」51.1%至 70%股
權，交易作價介乎 370.5 億元至 507.5 億元。

CHAMPION ORIENTAL HOLDINGS LIMITED
Company No. 100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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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nd September 2021 and
NG KWOK PIU, PHILIP of 2nd Floor, Hong Kong
Trade Centre, 161-167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is the voluntary liquidator.
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㆓零零㆕年《公司法》規定，刊登通
知㆖述公司現正申請㉂願清盤，㉂願清盤㆟為NG KWOK
PIU, PHILIP，其㆞址為2nd Floor, Hong Kong Trade
Centre, 161-167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由2021年9㈪22㈰起進行㉂願清盤。
Dated : 22nd September 2021
㈰期：2021年9㈪22㈰
(Sgd) NG KWOK PIU, PHILIP
Voluntary Liquidator

法定要求償債書
根據《破產條例》(香港法例第6章)第6A(1)(a)條作出的法定要求償債書，
緊隨法院的㆒㊠判決或命令而須立即償付的經算定款㊠的債㊠。
致：Lui Kwong Sum (呂廣森) trading as SAM HO
ENGINEERING CO (森豪工程公司) (債務㆟)
㆞址：香港新界青衣長青邨青松樓2106室
㈵此通知，債權㆟黃新發，其㆞址為香港沙田㈬泉澳邨清
泉樓1413室已發出“法定要求償債書”。
債權㆟聲稱
台端欠㆘以㆘債㊠，並須立即償付。此外，
就所要求的款㊠而言，該款㊠是無抵押的：－
欠㆘款㊠的㈰期

款㊠說明

㉃本法定要求償債書㈰期

2017年12㈪12㈰

根據區域法院僱員賠償
案件2015年第2176號
法院判定債務㆟須向債
權㆟支付合共港幣
$108,996、相關之利息
及訟費。

合共港幣＄583,178.22
(連利息和訟費)

2021年1㈪4㈰

根據區域法院僱員賠償
案件2015年第2176號
法院於2021年1㈪4㈰
發出的訟費評定證明書
(訟費單1號)，法院判
定債務㆟須向債權㆟支
付 訟 費 港 幣
$332,801.50及相關之
利息。

本要求償債書是重要的文件，本要求償債書在報章刊登之
首㈰，須視作本要求償債書送達給你的㈰期。你必須在本
要求償債書送達給你起計的21㆝內處理本要求償債書，你
可償付所列債㊠，或嘗試與債權㆟達成和解，否則你可被
宣告破產，而你的㈶產及貨品亦可被取走。如你認為㈲令
本要求償債書作廢的理由，應在本要求償債書送達給你起
計18㆝內，向法庭申請將本要求償債書作廢。如你對㉂己
的處境㈲任何疑問，應立即徵求律師的意見。
本要求償債書，可於㆘述㆞點索取或查閱。
債權㆟之㈹表律師：張廖律師事務所
㆞址：香港㆗環干諾道㆗148號粵海投㈾大厦6字樓
電話：2815 8895 傳真：2815 6629
檔號編號：WC05/26442/MH
㉂本要求償債書首次在報章刊登之㈰起計，你祗㈲21㆝的
時間，之後債權㆟可提出破產呈請。如欲向法庭申請把本
要求償債書作廢，你必須在本要求償債書首次在報章刊登
之㈰起計18㆝內，向法庭提出申請。
法定要求償債書㈰期：2021年8㈪9㈰

金管局發布
數碼港元白皮書
【香港商報訊】記者蘇尚報道：金管局昨日發布
「數碼港元」(e-HKD)技術白皮書，討論發行及分
發由金管局在香港發行零售層面央行數字貨幣(rCBDC)的潛在技術設計選項，在建議架構方面，建議
設計要依循符合安全性、效率及開放性的三個主要
原則。
根據技術白皮書，建議架構由兩個層面組成，分
別為批發系統及零售系統。建議架構亦為進一步保
障用戶私隱的可行性作出探討，就每一筆交易建立
「暱稱」以代表交易雙方身份。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表示，白皮書的發布標誌金
管局就 「數碼港元」的技術探索邁
出了第一步。從這項研究中獲得的
知識，連同從其他央行數碼貨幣研
究項目汲取到的經驗，將有助進一
步思考及探討 「數碼港元」的技術
設計，期待學術界和業界能提出意
見及建議。
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員陳穎茵表
示，非常樂見香港金管局發布關於
零售層面央行數碼貨幣的技術白皮
書，邁出數碼港元技術探索的第一
步。 「零售層面數碼港元的研發不
僅有助於完善已有的電子支付體系，
方便市民日常生活，更有潛力推動大
灣區的跨境支付和資本流動。」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御寶軒
「現㈵通告：余慧敏其㆞址為㈨龍
尖沙咀北京道㆒號北京道㆒號10
樓，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㈨龍尖沙
咀北京道㆒號北京道㆒號10樓御寶
軒的酒牌續期。凡反對是㊠申請
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起㈩㆕㆝
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
書，寄交㈨龍深㈬埗基隆街333號
北河街市政大廈4樓酒牌局㊙書收。
㈰期：2021年10㈪5㈰」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Imperial Treasure Fine Chinese Cuisine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Yu Wai Man
Vivien of 10/F., One Peking, 1 Peking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Imperial Treasure Fine
Chinese Cuisine situated at 10/F., One
Peking, 1 Peking Road, Tsim Sha Ts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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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October 2021”

至於最後一項建議，據新地估計，只要港府釋放
10%綠化地帶，已有約 1600 公頃土地。以每一公頃可
建大約 750 個單位推算，1600 公頃綠化地帶可建 120
萬個公營房屋單位，令目前的公屋單位數目倍增。
新地其中一項建議是港府發行土地債券，因為無論
新發展區或其他大型發展計劃，往往要花很長時間作
收集業權整合土地，港府可考慮參考過往的換地權益
書制度(Letter A/Letter B)，推出土地債券，政府在收
地時以土地債券取代現金賠償，土地債券債權人日後
可用土地債券加現金購買政府的熟地，此舉令收地賠
償更貼近市價，可提供更大誘因鼓勵業權人交出土地。
另外，傳聞港府在新施政報告中，將下調 50 年樓
齡舊樓的強拍門檻，由現時需集齊八成業權，降至七
成半甚至七成。華坊資深董事梁沛泓表示，贊同這措
施有效加速市區重建，增加房屋供應。但他指出，被
強拍小業主的權益亦不能忽視，建議為小業主訂下最
低保障金額。

AUM 未來 5 年
料年增 6%至 10%
【香港商報訊】記者蘇尚報道：私人財富管理公會
與畢馬威中國共同發布的《私人財富管理報告》顯
示，大多數受訪財富管理機構預期，未來五年本港資
產管理規模(AUM)將以每年 6%至 10%的速度增長，略
高於去年預期。
該調查報告於今年 6 至 7 月期間進行，主要為私人
財富管理公會成員機構完成的網上和客戶調查，及與
本港業界高管、監管機構等進行訪談所得。
調查顯示，目前行業的管理資產總值中約 41%來自
中國內地，去年該比例為 40%；受訪者預期相關數字
將在五年內進一步增至 51%。85%受訪機構表示，除
中國內地外，以第二代(或第三代)作為目標，亦為香
港私人財富管理市場龐大的增長機遇。
報告還顯示，目前只有 6%的受訪機構將其管理資
產總值中的逾 10%用作 ESG 投資，但 72%的受訪者相
信，未來五年內他們會將逾 10%的管理資產總值用作
ESG 投資。
42% 的 受 訪 高 淨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值客戶表示，在接
下來的 12 個月，他
FOCUS BAR
們在所有資產類別
「現㈵通告：譚建華其㆞址為㈨
中的風險胃納均顯
龍觀塘通明街 48 號㆞㆘，現向酒
牌局申請位於㈨龍觀塘通明街
著或略有增加，有
48 號㆞㆘ FOCUS BAR 的酒牌續
關比例於去年為
期，其附加批註為酒吧。凡反對
29%。
是㊠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
私人財富管理公
㈰起㈩㆕㆝內，將已簽署及申明
理由之反對書，寄交㈨龍深㈬埗
會行政委員會主席
基隆街 333 號北河街市政大廈 4 樓
盧彩雲昨日指出，
酒牌局㊙書收。
證監會數據顯示，
㈰期： 2021 年 10 ㈪ 5 ㈰」
去年本港私人財富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管理行業錄得資金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淨流入 6560 億元，
FOCUS BAR
加上資產回報率約
17.5%，令 AUM 於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Tam Kin Wah
of G/F., 48 Tung Ming Street, Kwun
去 年 增 長 25% 至
Tong,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11.3 萬億元。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FOCUS BAR
她談到，期待與
situated at G/F., 48 Tung Ming Street,
當局討論未來如何
Kwun Tong, Kowloon with endorsement
of bar.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擴展跨境理財通試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點計劃的覆蓋範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圍，希望個人投資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限
額 能 夠 擴 至 800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萬元，產品種類進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一步擴闊，例如包
notice.
括指數基金等。
Date : 5 October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