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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十三次黨代會在穗開幕

深圳調整出行防疫政策
高風險區來深 7+7 隔離

縱深推進灣區聯通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報道：深圳衛健委昨
晚在官微公布《深圳市出行防疫政策》，明確進出
深圳最新防疫要求。其中，上海全域及高風險地區
抵（返）深人員實施 7 天集中隔離+7 天居家隔離，
中風險地區抵（返）深人員實施 7 天居家隔離+7 天
居家健康監測。
根據該最新出行防疫政策，香港抵（返）深入境
人員，實施 14 天集中隔離+7 天居家健康監測；澳門
抵（返）深入境人員，需持 7 天內核酸檢測陰性證
明。除香港、澳門以外的境外抵（返）深人員，實
施 14 天集中隔離+7 天嚴格居家健康監測。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盧偉報道：5 月 22 日，中國共產黨廣東省第十
三次代表大會在廣州開幕。李希代表中國共產黨廣東省第十二屆委員會向大會
作報告。大會由王偉中主持。
報告系統謀劃未來五年廣東發展，對粵港澳大灣區、深圳先行示範區 「雙
區」 建設、橫琴和前海兩個合作區建設等重大戰略，提出將縱深推進，打造引
領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源、國際一流的灣區和世界級的城市群、高水平的對
外開放門戶樞紐。

對接香港北部發展規劃
報告中，廣東提出縱深推進 「雙區」和兩個合作區
建設，持續釋放戰略疊加效應和強大的驅動效應，舉
全省之力做好這篇大文章，全力服務 「一國兩制」大
局、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局。
在實施路徑上，廣東提出發揮粵港澳綜合優勢，打
造引領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源。為此，廣東要強化
區域創新協同，依託深港河套等重大創新載體，探索
完善連同港澳接軌國際的科技創新管理機制；通過把
港澳現代金融專業服務等優勢與廣東製造業龐大市場
等優勢結合起來，全面提升灣區的產業競爭力；要深
化對外開放合作，支持粵港澳三地企業在更高的層次
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
廣東提出要堅持軟硬聯通並舉，在 「軟」聯通方
面，將推動三地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深入實施灣區
通工程，積極探索一試三地、一策三地、一規三地多
樣化的實現形式。在 「硬」聯通方面，將推進基礎設
施互聯互通，加快建設軌道上的大灣區、數字灣區。

在民生領域，廣東強調要深化民生領域的合作，共建
人文灣區，攜手港澳高水平辦好第十五屆全國運動
會，深入推進大灣區文化圈和世界級旅遊目的地建
設，釋放大灣區強大的經濟輻射力、文化影響力。
此外，廣東提出要加強重大合作平台建設，打造高
水平的對外開放門戶樞紐。在橫琴合作區，廣東提出
圍繞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構建與澳門一體化
高水平開放的新體系，推動橫琴打造具有中國特色、
彰顯 「一國兩制」優勢的區域開發示範。
在前海合作區，廣東提出要系統優化深港現代服務
業合作區，對接香港北部都會區發展規劃，高水平地
建設深港口岸經濟帶，推動前海打造依託香港服務內
地，面向世界的開放新高地。
在南沙，廣東提出要推動南沙打造立足灣區，協同
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戰略性平台，建設大灣區國際航
運、金融和科技創新功能承載區。

大灣區建設成果豐碩
在過去幾年，粵港澳三地齊心協力共建世界級灣

區，取得初步成果，打造了高質量的發展典範。隨着
粵港澳合作走向深入，大灣區綜合實力顯著增強，
2021 年大灣區經濟總量約 12.6 萬億元人民幣，比 2017
年增長約 2.4 萬億元人民幣。
為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大灣區的 「硬聯通」基礎設
施建設加速推進。大灣區機場旅客吞吐能力超過 2 億
人次、港口集裝箱吞吐量超過 8000 萬標箱。隨着蓮
塘/香園圍口岸、新橫琴口岸、青茂口岸相繼開通，
「一站式通關」 「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等通關便利
措施在大灣區得到落實。
在金融領域，粵港澳三地的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有序
推進， 「深港通」、債券 「南向通」 「跨境理財通」
等措施落地實施，人民幣成為粵港澳跨境收支第一大
結算貨幣，大灣區居民享受跨境金融服務更加便利。
隨着 「灣區社保通」政策落地，截至 2021 年底，港
澳居民在粵參加養老、失業、工傷保險累計達 27.92
萬人次。同時 「港澳藥械通」試點實施，大灣區內地
符合條件的醫療機構，可按規定使用已在港澳上市的
藥品和醫療器械。
基於粵港澳三地間軟硬聯通並舉取得的進展，大灣
區為港澳青年提供更加廣闊的發展舞台。目前，在粵
納入就業登記管理的港澳居民超過 8.51 萬人。隨着職
業資格認可、標準銜接範圍持續拓展，已有 3000 多名
港澳專業人士取得內地註冊執業資格，大灣區（內
地）事業單位公開招聘港澳居民政策落實落地，累計
超過 1000 人次的港澳居民報考。
可以預見，隨着大灣區的 「軟硬聯通」的加快提
速，要素流動阻點進一步打通，粵港澳大灣區內產業
深度融合，將激發整體發展優勢，一個宜居宜業宜遊
的優質生活圈正在大灣區加快形成。

深港河套候鳥通道「魚翔淺底鷗鷺齊飛」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高密度中心城區
如何保持高質量發展和生物多樣性的雙重奇跡？深圳
福田交出了一份綠色發展的新答卷。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與深圳灣生態圈鳥類友好
城區同步建設。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位於深圳灣
生態圈範圍，是東半球國際候鳥的重要遷徙通道，啟
動之初就高度重視生態環境和鳥類保護，2021 年 5 月在
全市率先發布鳥類保護生態影響研究報告，通過採取
控制建築高度、建設屋頂綠化、營造鳥類友好建築立
面以及減少城市光污染等措施，提升國際候鳥遷徙通
道生態系統質量。2022 年 4 月，進一步在深圳灣生態圈
範圍內開展鳥類友好城區建設研究，助力維護深圳灣
生態圈生態系統穩定。 「山清水秀、魚翔淺底、鷗鷺
齊飛」景象在福田頻繁上演。

湛江行程卡「摘星」
【 又 訊 】 據 湛 江 發 布 微 信 公 眾 號 消 息， 5 月 22
日，湛江市坡頭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辦公室
發出通告，5 月 22 日 14 時起，坡頭區官渡鎮工業園
工業大道北 1 號湛江市巾幗倉儲有限公司由中風險
地區調整為低風險地區。調整後，湛江實現全域低
風險地區，行程卡 「
摘星」。

河源國家高新區
志願服務中心揭牌
【香港商報訊】記者余麗齡 通訊員李曉、謝彥報
道：廣東河源國家高新區點創融灣志願服務中心近
日在高新區深河黨群服務中心舉行揭牌儀式，這是
河源國家高新區首家本地註冊成立的志願服務組
織，標誌着高新區志願服務水平取得新進步。
近年來，河源國家高新區堅持以黨建為引領，積
極推動經濟加快發展，全力打造承接 「雙區」產業
延伸到牽引區和引領全市發展的產業新城、科技新
城，2021 年園區被評為國家外貿轉型升級基地、廣
東省首批特色產業園區，廣東省產業園高質量發展
綜合評價在北部生態發展區 47 個省級以上產業園中
排名第一。

「國際茶日」中國主場活動
潮州「雲相聚」共享茶香
【香港商報訊】記者肖輝哲報道：2022 年 「國際
茶日」中國主場活動日前在廣東省潮州市舉行開幕
儀式。潮州以鳳凰單叢茶品牌和工夫茶文化為名
片，向全世界展現中國茶的魅力、展現中國茶鄉的
美麗和活力。
自古至今，廣東省茶葉生產、茶葉貿易和茶文化
交流等方面在國內外都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廣東
省既是全國茶葉重要產區，也是全國最大的茶葉消
費地區和貿易區，廣東茶文化在中國四大茶文化系
列中佔有一席之地。
2022 年 「國際茶日」中國主場活動開幕式現場舉
辦了 「全球雲上茶會」，聯動國際茶葉組織、商協
會 代 表 以 及 國 內 56 個 民 族 以 錄 制 視 頻 的 形 式 在
「
雲」上 「
相聚」，共享茶香。

紅樹林保護區紅樹林保護區
-鴴鷸集群城區候鳥
鴴鷸集群城區候鳥。
。

大鵬舉辦非遺
本土文化展演

生態廊道架起遷徙通道
福田區有機串聯轄區山、水、林、湖、海資源，構
建 「一環、雙核、兩帶、三廊、多節點」的生態廊
道，實現區域生態空間互聯互通。
科學守護全國唯一處於城市腹地的福田紅樹林國家
級自然保護區。該保護區已成為重要的鳥類棲息地，
每年超 10 萬隻候鳥在此駐留，記錄有鳥類約 200 種。
其中包括全球極度瀕危的黑臉琵鷺、黃嘴白鷺及白琵
鷺、黑嘴鷗等 20 餘種珍稀瀕危物種，並已成為黑臉琵
鷺全球遷徙的重要棲息地，堪稱東半球國際候鳥遷徙
通道上重要的 「中轉站」和 「加油站」。灣區紅樹植
物資源得到有效保護，目前紅樹林覆蓋面積約 80 公
頃，紅樹植物 16 種，其中本土紅樹 7 種，包括秋茄、
桐花樹等，約 13 公頃海桑屬植物得到清理，外來植物
擴散趨勢被遏制，為冬季候鳥提供更多的棲息空間。
仙湖蘇鐵被稱為 「活化石」，為國家Ⅰ級重點保護
野生植物。梅林水庫水源保護區內的仙湖蘇鐵自然保
護小區是深圳設立的第一個自然保護小區。

香港培僑書院在深開設幼兒園
區的港人提供 16 年一條龍優質的港式教育服務。

幼兒園將採用香港課程

深圳香港培僑書院龍華信義幼兒園網上簡介會。

Frontier Investment Partner Holding Limited
Company No. 1916461
公司號碼 1916461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自願清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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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th May 2022 and
Cheng Wing Tung of Room 301, 3/F., Wah Yuen Building, 149 Que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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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通知上述公
司現正申請自願清盤，自願清盤人為Cheng Wing Tung 鄭榮通，其
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中149號華源大廈3樓301室，由二零二二年五月
十七日起進行自願清盤。
Dated : 17th May 2022
日期：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七日
(Sgd) Cheng Wing Tung
Cheng Wing Tung 鄭榮通 (簽署)
Voluntary Liquidator
自願清盤人

MALTON ASIA LIMITED
Company No. 501225
公司號碼 501225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自願清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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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th May 2022 and
Cheng Wing Tung of Room 301, 3/F., Wah Yuen Building, 149 Que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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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通知上述公
司現正申請自願清盤，自願清盤人為Cheng Wing Tung 鄭榮通，其
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中149號華源大廈3樓301室，由二零二二年五月
十九日起進行自願清盤。
Dated: 19th May 2022
日期: 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Sgd) Cheng Wing Tung
Cheng Wing Tung 鄭榮通 (簽署)
Voluntary Liquidator
自願清盤人

【香港商報訊】記者羅國淮 通訊員李若石報道：
由深圳市大鵬新區大鵬辦事處舉辦的第七屆 「千年
非遺·印象大鵬」非遺本土文化展演活動日前在大鵬
所城啟幕。
大鵬辦事處轄區非遺涉及客家、廣府、軍屯、疍
民等多種文化類型，項目輻射範圍較廣，每當太平
清醮、婚俗巡遊等活動舉辦時，大量港澳乃至海外
同胞都會專程參加，成為大灣區文化認同的重要紐
帶。
據悉， 「千年非遺·印象大鵬」活動自開展以來，
吸引了全國乃至世界各地慕名而來的遊客，親身體
驗和感受當地的傳統文化，此次活動以多元的民俗
文化和厚重的歷史韻味，多角度展示出大鵬非物質
文化遺產的魅力。

【香港商報訊】記者王娜 通訊員李昌戰報道：
記者日前在深圳香港培僑書院龍華信義幼兒園舉辦
的網上簡介會上了解到，自去年 9 月，深圳香港培
僑書院龍華信義學校成為全國第一所十二年一貫雙
軌制港人子弟學校後，今年秋季將開辦深圳香港培
僑書院龍華信義
幼兒園，為大灣

據了解，深圳香港培僑書院龍華信義幼兒園以哈
佛大學 「多元智能」理論為基礎，發揮每個學生的
獨特潛能及個性，為日後升讀小學作充足準備。新
開辦的幼兒園秉承培僑教育機構的優良傳統，高舉
愛國旗幟，以 「中西薈萃，培育中英兼善，好學篤
行的小樹苗」作為學校的辦學理念。幼兒園將採用
香港課程，英文及中文的比例為 6：4。學生通過遊
戲學習、跨科語言學習、專題研習以及全方位學習
等策略，打好堅實學術基礎，養成良好的閱讀習
慣。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各項政策的逐步落實，深港兩
地的合作日益密切，對於高質量教育的需求也日益
殷切。
深圳培僑信義幼兒園的開辦，解決了港人子弟修
讀香港幼兒園課程的需求。香港培僑書院龍華信義
學校總校長吳育智表示，希望外界以一條龍學校的
模式來看待培僑信義幼兒園，未來預計有八成畢業
生可以直接升讀深圳培僑信義學校小學部。

首屆「鯤鵬」全國青少年
科幻文學獎線上頒獎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首屆 「鯤鵬」
全國青少年科幻文學獎頒獎典禮日前在線舉辦，同
時，第二屆 「鯤鵬」獎正式啟動，面向全國 25 歲及
以下青少年徵集科幻作品。
首屆 「鯤鵬」獎共收到近 3 萬篇投稿作品，吸引
了眾多青少年科幻愛好者。彭林芳等 17 位作者分獲
大賽一、二、三等獎，188 篇作品獲入圍獎，45 所
學校獲優秀組織獎。
據悉，首屆 「鯤鵬」全國青少年科幻文學獎獲獎
作品集已進入編輯流程，將盡快與全國讀
者見面。

Ragecarrier Limited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Company No. 2068706
NOTICE is hereby given pursuant to Section 204,
subsection (b) of the BVI Business Companies Act,
2004 that the Company is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The voluntary liquidation commenced on 11th May
2022. The Liquidator is CHU Siu Leung of Panmaxx
Corporate Management Limited.
Dated 23 May 2022.
(sgd.) CHU Siu Leung
Voluntary Liquidator

NOTICE OF APPOINTMENT OF LIQUIDATOR
AND COMMENCEMENT OF WINDING UP
Section 286 of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panies
Act 2016 (the “Act”)

VOLUNTARY WINDING UP OF Bedrock Investment
Group Limited (the “Company”), which is
incorporated under the Act with IBC registration no.
216538
Notice is hereby given of the appointment of Cheng
Wing Tung of Room 301, 3/F., Wah Yuen Building, 149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as the Company's
liquidator and of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ompany's
voluntary winding up and dissolution under Sub-Part II
of Part XVII of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panies Act
2016 on 3 May 2022.
Dated this 12th day of May 2022
Cheng Wing Tung
Room 301, 3/F., Wah Yuen Building,
149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通告
DCPI 2997/2021

稅務代表(30多年經驗專業人仕處理)
清盤除名/個人破產申請
稅務申報及顧問
年報及公司秘書服務
成立中國公司或辦事處
成立本地，海外及BVI公司
註冊地址及代理人
會計理帳
商標註冊
草擬各類合約
地址 ：香港皇后大道中340號
華秦國際大廈18樓
電話 ：(852)2581 2828
傳真 ：(852)2581 2818
電郵 ：enquiry@butdoyeungcpa.com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傷亡訴訟2021年第2997號
有關
原告人：TO SUI YEE (杜瑞儀)
被告人：THE PERSONAL REPRESENTATIVES
OF LEE SAI YING, DECEASED
(死者LEE SAI YING (李世應)的遺產代
理人)
茲此通知 上述被告人 即死者LEE SAI YING (李世
應) 死亡日期為2019年9月18日。若有任何死者LEE
SAI YING (李世應)的家人或親屬，有意申請或辦
理有關其遺產承辦或於本案中代表死者，請盡快
致函或致電下述律師事務所與劉祖強律師聯絡。
日期：2022年 5月 23日
原告人代表律師
蘇与劉律師事務所
香港上環干諾道中148號粵海投資大廈7樓
電話：2147 9228
檔案編號：JCKL/55203/19/PI(4339)(NS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