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DSM Project Limited
Company No. 1830075

Dated: 23 August 2021

(Sgd) Chu Yiu Kwong

NOTICE is hereby give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VI Business Companies Act, 2004 that 

the above named company, is in voluntary 

l iquidat ion. The voluntary l iquidat ion 

commenced on 23 August 2021 and Chu Yiu 

Kwong of Rooms 1102-3, 11/F., Regent 

Centre, 88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is the voluntary liquidator. 

Voluntary Liquidator

㆞址：香港灣仔港灣道18號㆗環廣場58樓

（2）㆒份生效㈰2019年4㈪16㈰雙方所簽訂的Side Agreement。

㉂本要求償債書首次在本通告首次刊登之㈰起計，你只㈲21㆝的時
間處理此事，21㆝之後，債權㆟便可提出破產呈請。如欲向法庭申
請把本要求償債書作廢，你必須在本通告首次登載之㈰起計18㆝
內，向法庭提出申請。

2021年09㈪01㈰

致：CHOW CHI WAI 周芷慧（持香港身份證編號Y515XXX(X)）

㆞址：香港新界沙田㈬泉澳邨明泉樓20樓2016室

債權㆟之㈹表律師

本要求償債書乃重要文件，及於本要求償債書在本通告首次刊登之
㈰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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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償付所述債㊠，或嘗
試與債權㆟達成和解，否則你可被宣告破產，而你的㈶產及貨物亦
可被取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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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
對㉂己的處境㈲任何疑問，應立即徵詢律師的意見。

此筆款㊠現已到期應付，這根據㆘列文件：

電話：2878 8600

㈴稱：其禮律師行 

㈵此通知，債權㆟富通保險㈲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限公
司）（前稱富通保險(亞洲)㈲限公司）（其註冊營業㆞址為香港㈨
龍觀塘海濱道123號綠景NEO大廈15樓）已向你發出“法定要求償
債書”。

（1） ㆒份生效㈰2019年4㈪16㈰雙方所簽訂的Agent's Contract 
for Selling Long Term Insurance Business；及

檔號編號：SI/MHYL/10276771

債權㆟要求你立即償付港幣676,596.97元（港幣658,332.43元�
outstanding principal balance of the monthly financing 
advance；加contractual interest on the outstanding principal 
balance of the monthly financing advance由2021年3㈪22㈰起計
算㉃2021年8㈪13㈰，累算利息港幣20 , 8 4 0 . 4 8元；扣除
commission offset港幣2,575.94元）。

本要求償債書，可於㆘述㆞點索取或查閱。

通告

根據《破產條例》（第㈥章）第6A(1)(a)條作出的法定要求償債書

須立即償付的經算定款㊠的償㊠

法定要求償債書

海㆖加油公司拍賣公告
某公司是㆒家香港㈽業，在香港經營

海㆖加油和油品貿易業務，公司配備

7艘加油船，總運力達12,000噸，擁

㈲較高的行業㆞位和聲譽。因股東業

務轉型，計劃以拍賣方式整體出售該

公司，現廣泛徵集意向方，㈲意競買

者可於2021年9㈪10㈰前來電諮詢鄭

生，諮詢電話：6816 2610，並於

2021年9㈪10㈰㆘午5時前向指定銀

行帳戶繳納300萬美元（2340萬港元

或1950萬㆟民幣）的保證㈮並辦理報

㈴手續，逾期概不受理。參與競拍請

聯繫吉齋拍賣行㈲限公司張生，諮詢

電話：2815 6996，了解詳細㈾訊。

工聯提名6人參選冀推動灣區融合

強調申請人須符醫專要求
特區政府提出3項修訂，具體包括合資格的非本地

培訓醫生放寬至非香港永久居民；容許持認可醫學資
格但尚未在香港以外實習、屬香港永久居民的非本地
培訓醫科畢業生直接參加香港的執業資格試；為具備
專科資格的有限度註冊醫生提供銜接安排，他們在公
營醫療機構工作最少 5 年，就可銜接至特別註冊制

度。
陳肇始否認放寬是 「中門大開」，強調當局很重

視醫生質素，申請人的資歷必須符合醫專要求，在
語言及其他條件上亦須符合公營機構僱主的要求。
她稱，香港面臨嚴重的醫生短缺問題，醫生人手由
目前到長期均會持續短缺，到2030年及2040年，分
別會短缺1610名和1949名醫生。公營醫療醫生人手
短缺尤其嚴重，2020 年醫院管理局和衛生署分別欠

缺 660 名和 49 名專科醫生和準專科醫生。今次修訂
是希望吸引更多合資格非本地培訓醫生，尤其是專
科醫生來港工作，紓緩人手短缺，協助公營醫療體
系。

冀本立法年度可完成
《2021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葛

珮帆對此表示歡迎。委員會已在本年6至8月召開了3
次會議，向政府提出不少意見，是次修訂回應了大部
分委員，以及她本人要求政府進一步拆牆鬆綁引入更
多專科醫生的建議。

葛珮帆稱，現在全球都缺乏醫生，各地展開了醫生
爭奪戰，倘若條例草案只限制於香港永久居民，就可
能為更多專業、專科境外醫生來港設立不必要的關
卡，不能紓緩市民求醫難的問題。委員會將在9月3
日召開第4次會議，處理有關修正案及逐條審議。倘
若未能完成討論，將會於9月7日加開會議完成所有
委員會工作，目標於9月24日提交內會，及於10月13
日在立法會大會恢復二讀辯論，有信心能於本立法會
期內完成此法案。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提出，
《2021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放寬至非香港永久居民的合資格海外專
科醫生來港執業，期望今屆立法會會期能通過相關條例。陳肇始表示，提出
修例草案的初心是為了解決本港醫生嚴重短缺問題，法案委員會的主流意見
認為，草案現時的 「特別註冊」 制度框架過於嚴格，對非本地培訓醫生的吸
引力不足，對解決醫生短缺問題的效用成疑，擔心未能提升公營體系質素，
因此對現時草案作出修訂。

陳肇始：不等於「中門大開」

責任編輯 凱源 吳業康 美編 劉定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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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本報獲頒年度
「積金好僱主」

【香港商報訊】積金局每年舉辦 「積金好僱主」嘉
許計劃，促進僱主履行法律責任，同時表揚重視僱員
退休保障的好僱主。本報早前參加2020-21年度 「積
金好僱主」嘉許計劃獎項，獲積金局頒發嘉許證。

為僱員提供更佳退休保障
由於疫情關係，2020-21 年度 「積金好僱主」嘉

許計劃獎項將於 10 月 5 日以網上直播形式同步參
與，積金局誠邀本報公司代表與同事手持嘉許證書
相片上載至 「積金好僱主」相集專頁。

據介紹， 「積金好僱主」計劃的目的包括推動及
促進僱主遵守強積金法例、鼓勵僱主為僱員提供更
佳的退休福利、嘉許致力保障及加強僱員退休福利
的模範僱主。

海外醫生來港放寬至非永久居民

【香港商報訊】首屆 「粵港澳大灣區購物節」將於
9月2日至22日舉行，屆時，消費者可選購來自29.8
萬個知名品牌的1300多萬件商品，還可在相關電商平
台 「大灣區購物節」專區享受多項優惠，足不出戶盡
享灣區購物喜悅。

逾1300萬件商品供選購
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

強的區域之一，匯聚了眾多優秀中國企業、民族品
牌。為展現大灣區親情相通、融合發展、開拓創新
的精神風貌，在中秋和國慶雙節即將來臨之際，組
委會精心籌備，隆重推出首屆 「粵港澳大灣區購物
節」。期間，大灣區內包括美食、美妝、數碼、家
電、個護、家居、服裝等 100 餘個產業帶將驚喜亮
相，品類豐富、數量眾多的港澳地區產品是其中一
大亮點。

據主辦方介紹，9 月 2 日下午 3 時，首屆 「粵港澳
大灣區購物節」將舉行線上開幕式。知名主持人、
演員、主播、企業家將帶領消費者沉浸式感受灣區
發展、灣區文化、灣區生活、灣區製造，並持續推
介特色好物，奉上精彩紛呈的大灣區購物指南。屆
時，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與聚划
算官方直播等全網全媒體平台，將全景直擊開幕式
盛況。

此次購物節由商務部、廣東省人民政府、香港中聯
辦、澳門中聯辦指導，紫荊文化集團、廣東省商務
廳、香港中聯辦宣文部、澳門中聯辦宣文部、電影頻
道節目中心、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總經理室主辦，由阿
里巴巴集團、鳳凰衛視、1905電影網、南方都市報承
辦。購物節期間，多家媒體還將推出豐富多彩的系列
直播活動，為粵港澳優質品牌提供展示平台，帶領觀
眾身臨其境體驗大灣區風采。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0) 粤 0304 民初 59194 号之一
顾思思 :

本院受理的原告郑贵良与被告顾思思、第三人王巧琴、张金明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 粤 0304
民初 5919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

一、确认原告郑贵良与被告顾思思签订的编号为 1366241 的《二手房买卖合
同》已解除 ; 二、被告顾思思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郑贵良返还定金
10 万元 ; 三、被告顾思思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郑贵良支付违约金
82.5 万元 ; 四、驳回原告郑贵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0550 元 ( 原告已预交 )，
由原告负担 9688 元，被告顾思思负担 10862 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你方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并按规定预交上诉费，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九月一日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公 告

沈建池：
本院受理原告朱玉米诉你、叶再坤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 案号为

(2021) 粤 0309 民初 10077 号 ,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原告诉讼请求 :1、被告一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款合计人民币壹佰万元
整 (100 万 ), 以及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占有期间的利息 ( 暂计为人
民币 10000 元 , 实际计算至被告支付之日止 ), 被告二与被告一承担连
带责任 ;2、确认被告二与原告哥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 ;3、被告承担本
案的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 个月 ,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 , 并定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上
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首屆大灣區購物節明線上開幕

工業界選委促早定
「再工業化」政策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2021選舉委員
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名單早前
刊憲公布，其中工業界(第二)的17名候選人自動當
選。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廠商會)昨日舉行會董會會
議，多名選委當選人均有出席，並分享其具體倡
議，包括配合 「十四五」規劃，推動香港 「再工業
化」和創科發展、為業界爭取更多有利融入國家發
展的措施，以及構建安定繁榮的營商環境。會董會
希望眾選委，能好好利用新選舉制度所賦予的權
利，推動政府的良策善政和 「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同時做好監察的功能，為業界發聲爭取，令香
港優勢得以更好地發揮。

爭取融入國家發展措施
當選人之一、廠商會會長史立德分享時表示，

世界各地正密鑼緊鼓地部署在疫情後重啟經濟，而
國家亦正展開新的發展格局，香港能否把握這個時
機、乘勢再起，未來幾年的發展將是關鍵， 「因此
未來的行政長官選舉及立法會選舉對香港發展十分
重要，而作為選委會委員，深知責任重大，我們必
定會秉承廠商會一貫宗旨，以香港福祉為依歸，並
貫徹 『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全力為工業謀發展，
創出路。」

香港正進入發展的新拐點，史立德及一眾工業
界(第二)當選人均期望未來選出的管治班子能更重視
工業的發展，令香港經濟結構更鞏固；他們的倡議
包括把握國家 「十四五」規劃帶來的機遇，盡快制

定全盤的 「再工業化」政策，
推動香港工業包括在內地經營
的港資製造業企業 「轉型升
級」；強化本地及大灣區 「政
產學研」的合作，並加強在本
土建立科技成果 「中試熟化」
的功能，打造更完整的創新生
態鏈以推動香港成為國際創科
中心；推動和協助香港品牌在
大灣區發展，以把握 「內循
環」機遇等。

選舉委員會工業界(第二)分
組由廠商會團體選民投票產
生，17 名當選人分別為廠商
會會長史立德、永遠名譽會長
陳永棋、吳宏斌、常務副會長
盧金榮、副會長黃家和、陳國
民、吳國安、馬介欽、梁兆
賢、陳家偉、駱百強、施榮
恆、常務會董吳清煥、楊志
雄、徐晉暉、黃震，以及黃偉
鴻。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工聯會內地諮詢
服務中心提名6人成為選委會內地港人團體界別分組

的選委，分別為陳秀欽、劉志強、陳善明、胡耀鋒、
黃必文、洪美容。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表示，工聯會致

力抓緊 「十四五」機遇，協助職工融入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更成立非牟利團體 「大
灣區服務社」，為準備到內地灣區城市創
業、就業、升學、生活的港人提供各方支
援。

6名獲提名的選委昨日闡釋其政綱，分
別針對大灣區便利措施、疫情等提出建
議，包括爭取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恒常
化，增加青年生活配對支援服務；加快落
實大灣區職業資格互認，爭取更多行業在
香港進行認證考試；擴展持續進修基金資
助範圍至內地進修；加強支援內地港人職
工，擴大港人福利跨境可攜；爭取疫苗接
種紀錄互通，為跨境學童提供功課及心理
支援；及明確公務員掛職安排及支援，擴

大公務員退休醫療福利至內地等。

做好內地港人代言角色
吳秋北表示，今年上半年，共有超過1.8萬人致電

及到訪各內地諮詢服務中心，協助個案宗數超過1.3
萬宗，累計接獲內地港人求助約16萬人次，跟進處理
個案逾10萬宗。疫情下，內地中心去年成功承辦 78
場寄藥行動，為逾3萬名內地港人解燃眉之急，並成
功推動特區政府於去年11月推出特別支援計劃，委託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為已預約醫管局指定專科門診或普
通科門診複診的患者，提供受資助的跟進診症服務。

另外，內地中心於今年 4 月成功爭取特區政府將
「回港易」擴展到廣東省以外地區，讓更多內地港人

回港免隔離。而在過去數月也成功安排逾千港人接種
新冠疫苗，以及協助內地港人登記申請5000元電子消
費券等。未來將會進一步提升服務質素，做好內地香
港人的代言人，向兩地政府建言獻策。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新一屆選舉委員
會鄉議局界別分組選舉當選人昨日舉行記者會。鄉議
局主席劉業強代表全體當選人表示，今年選委會界別
分組選舉是香港完善選舉制度之後的首場選舉，是建
設有香港特色新民主制度的重要里程碑，鄉議局界別
分組選委，定必竭誠盡忠履行職責，以全港市民的福
祉為依歸，選出賢能愛國者治港。

冀當局以新思維發展新界
劉業強說，全體選委莊嚴承諾，定必全力推動和配

合特區政府發展新界，活用土地，擁抱 「十四五」規
劃，融入 「雙循環」，把握國家在新時代發展所帶來

的龐大機遇。
他續指，隨香港國安法的落實，香港社會由亂及

治，出現來之不易的穩定局面。中央透過完善選舉制
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建設有香港
特色的新民主制度，從制度上為確保香港的長治
久安打下堅實基礎。特區政府是時候集中精力，
改善民生，再次騰飛。

劉業強表示，鄉議局早前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
建議書時提出：活用土地發展新界，放寬對祖堂
地發展的限制、以 「城中村」模式增加鄉村發展
密度、完善收地補償制度、發展新界北口岸經濟
帶、開放沙頭角墟禁區及打造宜居新界西；加強

愛國教育，保育抗戰史等。他強調，香港未
來發展
的重心
必然在
新界，

希望未來治港者能夠多聆聽鄉議局的意見，以新思維
發展新界，善用新界土地及獨特優勢，提升本港長遠
競爭力。

劉業強：鄉議局選委必盡忠履職

本報獲頒2020-21年度 「積金好僱主」 嘉許證。

史立德指一眾選委定以香港福祉為依歸，為業界
發展謀出路。

工聯會內地諮詢服務中心提名6人成為選委會內地港人團體界別
分組選委。 記者 馮瀚文攝

劉業強(中)表示選委人選經充分醞釀及民主協商產生，
有廣泛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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