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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本㆞，海外及BVI公司

成立㆗國公司或辦事處

年報及公司㊙書服務

會計理帳/年結核數

商標註冊

BUT  DO  YEUNG  C. P. A. LIMITED

畢杜楊會計師行㈲限公司

㆞址 ：香港皇后大道㆗340號
            華秦國際大廈18樓

：(852)2581 2828電話
：(852)2581 2818傳真
：enquiry@butdoyeungcpa.com電郵
：香港德輔道㆗300號華傑商業㆗心19樓㆞址
：(852)2520 2727電話
：(852)2520 2336傳真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Company No. 2001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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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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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24

Voluntary Liquidator
(Sgd) CHENG KA FONG

BLAIRNE INTERNATIONAL LIMITED

刑事罪行條例

(i)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監禁3年﹔或

第㆒㆕㆔條 出租處所以供用作賣淫場所

警告通告 - 處所 / 地方

先生/女士：

請留意有關該條例第153節A第(1)(b)段及第(2)(a)段。任何人如違

反該條例所列的罪行（如附件所列），在罪名成立後第四個月開始至

第十六個月結束為止的期間內在所述處所的全部或其中一部份再次發

現違反該條例第139, 143, 144或145節所列的罪行及被裁定罪名成立，

將會向該處所發出一個封閉令而該處所會被關閉及封鎖六個月。

在2021年6月15日男子譚鍵源地址九龍旺角廣東道922號1樓就有

關該所述處所觸犯「管理賣淫場所」罪行違反該條例內的第139(1)(b) 

節，並於2021年8月18日被裁定罪名成立。

香港法例第二○○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53節A

現通知你閣下作為擁有人或租客，位於九龍廣東道 922號 2字樓

的處所(「該所述處所」)，曾被用作違反香港法例第二○○章刑事罪

行條例(「該條例」)第153節A第(1)(a)段所列的罪行，即是該條例內

的第139, 143, 144及145節所列的罪行。

(a)將任何處所、船隻或地方經營作賣淫場所﹔或
(b) 管理或協助管理，或以其他方式掌管或控制經營作賣淫場所的處

所、船隻或地方，

                                                     　  (鄧淑珍 代行)

即屬犯罪－

日期：2021年8月27日

(ii)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10年。

第㆒㆔㈨條 經營賣淫場所

(a)對某人提出本條所指的控罪，或本條所指的控罪被撤回﹔或
(b)某人被裁定本條所訂罪行罪名不成立或罪名成立，或就本條所訂罪

行的定罪上訴成功，

香港警務處

                              警務處處長

香港法例第200章

(1)任何人於任何時候－

(2)凡－

則第145A條即行適用。

(a)將處所全部或部分出租，而知道其全部或部分將經營作賣淫場所﹔
或

(a)對某人提出本條所指的控罪，或本條所指的控罪被撤回﹔或
(b)某人被裁定本條所訂罪行罪名不成立或罪名成立，或就本條所訂罪

行的定罪上訴成功，
則第145A條即行適用。

(1)任何人－

(a)對某人提出本條所指的控罪，或本條所指的控罪被撤回﹔或
(b)某人被裁定本條所訂罪行罪名不成立或罪名成立，或就本條所訂罪

行的定罪上訴成功，

(b)身為船隻的船東、船長或其他掌管人，准許或容受船隻全部或部分
經營作賣淫場所，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7年。

(1)任何人－

(2)凡－

(a)身為處所的租客、佔用人或掌管人，准許或容受處所全部或部分經
常用作賣淫﹔或

(b)如處所全部或部分已用作賣淫場所，故意參與讓其繼續作此用途，
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7年。

(b)身為船隻的船東、船長或其他掌管人、准許或容受船隻全部或部分
經常用作賣淫，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7年。

(1)任何人身為處所的擁有人或租客或其代理人－

(2)凡－

第㆒㆕㆕條 租客等准許處所或船隻經營作賣淫場所

(a)身為處所的租客、佔用人或掌管人，准許或容受處所全部或部分經
營作賣淫場所﹔或

(2)凡－

則第145A條即行適用。

(a)對某人提出本條所指的控罪，或本條所指的控罪被撤回﹔或
(b)某人被裁定本條所訂罪行罪名不成立或罪名成立，或就本條所訂罪

行的定罪上訴成功，則第145A條即行適用。 

第㆒㆕㈤條 租客等准許處所或船隻用作賣淫

昨增3宗輸入個案
當局表示，歐盟27個成員國屬經世界衛生組織指明

當地監管機構為嚴格監管機構的國家，而歐盟成員國
家之間已實施新冠數碼通行證機制。港府會接受歐盟
新冠數碼通行證機制下認可的疫苗接種紀錄，作為
從高風險 A 組指明地區登機來港所要求的認可疫苗
接種紀錄。就此，歐盟最近宣布在其歐盟新冠數碼
通行證機制下認可由北馬其頓、聖馬力諾、土耳
其、烏克蘭及梵蒂岡發出的疫苗接種紀錄等同歐盟
成員國發出的疫苗接種紀錄，因此政府亦將由9月1
日凌晨零時起接受上述地區發出的疫苗接種紀錄為認
可疫苗接種紀錄。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公布，昨日新
增 3 宗新冠肺炎輸入個案，分別由埃
及和土耳其抵港，其中 2 人已完成接
種新冠疫苗，當中 1 人感染 L452R 變
種病毒；另有少於 5 宗初步確診。本
港至今累計共12110宗確診個案。

廠商會首輪抽獎揭曉
此外，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廠商會)昨日舉行 「有

種．有賞」疫苗獎賞計劃首輪大抽獎，首位幸運兒獨
得港幣100萬元信用卡免找數簽帳額。整個抽獎過程
在網上直播，廠商會會長史立德和永遠名譽會長陳永
棋一同主持抽獎，並由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合夥

人季瑞華核數師監場，以示透
明和公平。昨日抽出的港幣
100 萬元信用卡免找數簽帳
額，由陳永棋/陳瑞球慈善基
金送出。中獎市民的獎券號碼
為86382643，疫苗接種編號則
為 TC21501-1191234-0， 廠
商會將有專人與得獎者聯絡。

史立德感謝商界支持及市民

踴躍參與，表示反映大家熱切盼望香港能徹底戰勝疫
情、恢復通關。他又指，本港整體接種率在各界努力
下已有六成，但隨Delta變種病毒流行，七成群體免
疫屏障概念已經改變，須要全民接種才能獲得保護，
故再次呼籲市民盡快接種疫苗。

終極大抽獎下月29日舉行
廠商會下一輪抽獎為終極大抽獎，將於9月29日舉

行，屆時會抽出1300多份禮品，當中5份為免找數簽
帳額禮品，包括港幣100萬元、70萬元及30萬元簽帳
額各1份，以及港幣10萬元簽帳額2份。其他名貴禮
品還包括價值港幣39萬元Serena電氣化七人車1部，
以及總值港幣20萬元的20個金吊墜、莎莎10萬元禮
品等。

持菲印針卡港人明准入境
港府將認可歐盟疫苗通行證

責任編輯 凱源 吳業康 美編 坤華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A4新聞香港
2021年8月31日 星期二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國務院同意廣
東、香港、澳門承辦2025年第15屆全國運動會。東
京奧運香港代表團團長貝鈞奇表示，即將展開的今屆
全運會競爭激烈，聚集全國各省精英，香港運動員未
必有優勢，但仍看好港隊代表，認為獎牌希望在於劍
擊、單車及乒乓球項目。貝鈞奇期望，2023年落成的
啟德體育園主場館可主辦全運會開幕式，但須與內地
協調討論。

將軍澳單車館達國際水平
貝鈞奇昨日出席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聚會時

表示，香港有不少體育設施可以舉辦活動，例如將

軍澳單車館達國際水平，不比東京伊豆場地單車場
館差，而馬術、羽毛球和劍擊都是理想的承辦項
目。

東京奧運早前閉幕，香港運動員取得歷史性1金2
銀 3 銅佳績，不少港將已到內地準備出戰全國運動
會。貝鈞奇稱，全運會競爭激烈，聚集全國各省精
英，也是高水平比賽，香港運動員未必有優勢，但仍
看好港隊代表，認為獎牌希望在於劍擊、單車及乒乓
球項目。

啟德主場館可辦開幕式
對於香港運動員在東京奧運取得的佳績，貝鈞奇形

容，港將表現振奮人心，令社會關注本港體育發展。
而在乒乓球女團賽頒獎台上見到國旗、區旗同時升
起，及奏唱國歌的一刻，則令他倍感自豪。他稱：
「從事體育運動行業數十年，這次作為代表團團長是

最好的回報、最好的收成，感覺無比光榮。」他又
指，香港運動員的拼搏精神，以及優異的成績，不單
團結了全港市民，亦消除了由 「黑暴」及疫情所帶來
的怨氣。

貝鈞奇指出，特區政府除了重視精英運動項目，也
要推動其他項目以至普及運動。他以在巴黎奧運中成
為比賽項目的霹靂舞為例，他相信只要悉心栽培，霹
靂舞運動在香港都可發展。

【香港商報訊】今年 8 月舉行的 「與香港同行」
2021 計劃於昨天舉辦分享會，聆聽同學在 「工作影
子」活動的所見所聞，並親身了解他們在計劃中有否
得。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出席分享會，並在社交媒體
發文表示，政府會繼續透過不同渠道及平台舉辦各式
各樣的活動，致力推動青年發展，培育人才。

李家超指， 「與香港同行」計劃2021為扶貧委員會
的 「友．導向」師友計劃下的項目，獲選的高中生有機
會成為 「工作影子」伴隨政府高級人員工作一天，從而
獲得正面的啟發，為未來目標做好準備，力爭上游。轉
眼間暑假就快完結， 「與香港同行」計劃也來到尾聲，
繼兩位中四同學Jobelle及Laser於8月中來跟他工作一天
後，其他參加者亦完成 「工作影子」活動。

他很欣慰各位同學在計劃中獲得難忘經驗，包括他
的 「工作影子」可得到啟發，為他們的生涯規劃帶來
正面影響，推動他們朝所定目標進發。對官員而言，
與充滿熱情活力的青年人共事一天，可增進他們與青
年人的溝通，同時讓雙方更了解彼此想法。他鼓勵同
學繼續努力學習，以積極正向的態度面對未來挑戰。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律政司司長鄭若
驊昨於網誌撰文，介紹近日有學生參與認識香港法律
樞紐的法治之旅，親身感受香港法律發展足，從而
加深對法律和法治的了解。她希望透過法治之旅及一
系列饒富意義的活動，讓學生明法守禮，有助達致一
個公平和以規則為本的法治社會。

屬港法律發展足
當日前來參觀的學生們，先到訪曾為前立法會會議

廳的律政中心中座 1 樓多用途廳、前行政會議會議
室、前中區政府合署西座等。然後，他們再參觀壓軸
的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大樓早在1989年已被列為
法定古蹟，它曾是首任總督臨時官邸及俄羅斯領事
館，至1915年被法國外方傳道會收購及重建；回歸後
到2015年，大樓是終審法院所在地，現時用作國際法
律組織的辦事處。

學生們除了對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的花崗石柱、
遊廊欄杆、圓頂閣和小教堂感到興趣外，他們亦對
「一國兩制」下香港得以保持繁榮穩定的基石——獨

立的司法機構留下深刻印象。
鄭若驊表示，這一次 「法治之旅」的參觀活動是 「願

景2030—聚焦法治」10年計劃下的一個項目，旨在提升
青少年特別是學生對於正確法治概念的理解。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在印
尼或菲律賓完成接種新冠疫苗的外籍家庭
傭工，昨日起可來港工作，惟抵港後須在
酒店接受21天強制隔離檢疫。計劃生效首
日，未有大量外傭入住指定檢疫酒店，由於
酒店房間供不應求，預計11月才有空房。

昨早共有3班航班分別由菲律賓以及印
尼來港，其中香港航空及宿霧太平洋航空
航班都無載客，香港航空回覆查詢時指有
關航班屬載貨航班。而提供409間檢疫酒
店房的荃灣絲麗酒店表示，昨日未有客人
入住，房間暫時預訂已滿，最快要到11月
1日之後才有房。

香港僱傭公會主席陳東風估計，首日無
菲律賓外傭可來港。由於特區政府上周四才
公布安排，而菲律賓一般周末不會進行核酸
檢測，因此估計最快9月1日才有首批外傭

到港。他說，由於房間供應有限，推算100
張訂單只有5%至8%成功預定，預訂房間就
如 「抽獎」。目前，不足一成申請來港的外
傭成功預約到入住指定檢疫酒店。

專家籲放寬措施勿急進
香港人力資源仲介協會主席廖翠蘭表

示，有數十名客戶希望安排外傭來港，但
至今一間檢疫酒店房都未預約到，而且不
少僱主擔心如果外傭檢測為陽性，會損失
約2萬港元的檢疫酒店費用，故有僱主將
繼續觀望，期望新一批酒店房價可以更
低，也有僱主寧願出更高薪金聘用本地完
成合約的外傭。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良
昨早在電台節目指，本港近日錄得由印尼
及菲律賓馬尼拉輸入的確診個案反映兩地
疫情仍然嚴峻，放寬外傭來港的措施不能
急進，否則輸入病例一旦急增，便會觸發
航班熔斷機制，可能會讓整個地區的航班
再次無法來港。

貝鈞奇冀港主辦2025年全運會開幕式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
特區政府昨晚公布，由9月1日凌晨
零時起，持有印尼、菲律賓相關主管

當局確認疫苗接種紀錄之本港居民，均可從 「A組指明地區」 登機來港，並
在一般檢疫酒店進行強制檢疫。同時，將會接受歐盟新冠數碼通行證機制下
認可的疫苗接種紀錄，作為從高風險 「A組指明地區」 登機來港所要求的認
可疫苗接種紀錄。

酒店房不足 外傭來港有阻滯

鄭若驊：「法治之旅」
助學生明法守禮

李家超：「與港同行」
推動青年發展

貝鈞奇表示本港運動員在奧運表現振奮人心，令社
會關注本港體育發展。

廠商會永遠名譽會長陳永棋（右）以攪珠方式抽出 「有種．有賞」
中獎抽獎券的個位數和百位數號碼。

李家超(中)欣慰各位 「工作影子」 可得到啟發。
李家超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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