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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通告 召集債權㆟會議商討㈲關高等法院於2021年9㈪
27㈰ 所頒之臨時命令予㆖述㆟仕所提出之㉂願還款安排。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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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尖沙咀廣東道33號㆗港城第2座1004-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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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債權㆟還款建議書；2)㈾產負債狀況說明書；3)㈹㈴㆟
意見書；4)㈹表投票表格；5)申索表格。

 ㈹㈴㆟黃錦榮

債務㆟會議通告

香港㈵別行政區高等法院

原訟法院破產訴訟案

臨時命令申請

2021年第277㊪

公    告
荔湾区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作出了《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决定》（荔府征房〔

2018〕5 号、6 号、8 号），对陆居路 AF020210、AF020211、AF020216 地块国有土地上房屋进行征收。其中涉及二沙地
42 号房屋位于二沙地 44 号西北面、二沙地 72 号南面、陆居路 16 号东北面（5 区 4 段 3299、3299-11、3299-13、3300、
3300-1、3300-2、3301、3302、3303 部分地号）；二沙地 88 号侧房屋位于二沙地 88 号北侧、上市横街 1 号东侧屋旁的房
屋、二沙地西面（五区四段未列地号）；新隆沙三马路 14 号西南侧房屋位于新隆沙三马路 8 号东南侧、新隆沙三马路 20
号西北侧（5 区 4 段 3410 部分地号）；尚贤坊 7 号旁房屋位于上市横街 1 号南侧、尚贤坊 3 号东侧、二沙地 84 号西侧（五
区四段 3431、3437、3437-2、3438 部分地号）；二沙地 25 号北侧房屋位于二沙地 41 号南面、二沙地 25 号北面、二沙地
37 号西北面（5 区 4 段未列地号）；二沙地 31 号东侧房屋位于二沙地 41 号西南面、二沙地 29 号西北面、陆居路 6 号东北
面（5 区 4 段占原街地地号）；民治大街 34 号东南侧房屋（五区四段 4411-1、1433 部分地号）属上述征收范围内。

现二沙地 42 号房屋由郭建帮主张权利，二沙地 88 号侧房屋由二沙地 86 号产权人主张权利，新隆沙三马路 14 号西南侧
房屋由杨见开、谭锦祥、谭金泉、谭颂英、谭锦强主张权利，尚贤坊 7 号旁房屋由尚贤坊 7 号产权人主张权利， 二沙地 25
号北侧房屋由何仲强、何重儿、何仲棠、孔钻月、李贵标、李旻叡、李冠锐、潘秀琼、简炽康、简炽端主张权利，二沙地
31 号东侧房屋由二沙地 31 号产权人主张权利，民治大街 34 号东南侧房屋由广州市白云区石井人民医院主张权利，请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天内持相关有效资料到陆居路上市横街 2 号之一举证，逾期不提出权利主张的，视为放弃。

特此通告
广州市荔湾区土地开发中心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11 日                                                                        2021 年 10 月 11 日

（联系人：陈小姐，联系电话：81657412）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王娜 通訊員馬雙麗報
道：10月10日，2021粵港澳大灣區創業創新項目推介
會暨2021年廣東 「眾創盃」創業創新大賽優秀項目展
示會在深圳會展中心2號館舉行。來自粵港澳大灣區
城市的 220 個優秀創業項目，深圳知名創業孵化基
地、創業融資機構等參展，現場開展了創業項目展
示、推介、資金對接交流、創業政策諮詢、創新創業
主題論壇等系列活動。

參展的220個項目來自深圳、廣州、珠海、中山等
16個省內城市，項目涵蓋科技創新、互聯網、新能源
與節能環保、生物醫藥、文化創意、電子信息等多個
行業領域，全面展示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創業成果。其
中，包含多個廣東 「眾創盃」創業創新大賽與深圳

「逐夢盃」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的優秀獲獎項目。
深圳市20家知名創業孵化基地如前海夢工場、天安數

碼城T+SPACE、北大科創園、大運軟件小鎮、香港中文
大學（深圳）創新創意創業中心等也集中亮相推介會，
為創業者提供創業場地洽談、創業諮詢等服務。

同時，深圳5家創業擔保貸款經辦銀行——深圳農
村商業銀行、建設銀行、招商銀行、中國銀行和中國
郵政儲蓄銀行及深圳市中小企業融資擔保有限公司也
集中參展，提供現場業務辦理。自創業擔保貸款降低
門檻、簡化流程、提高金額以來，發放貸款金額大幅
提升。截至8月底，今年已發放貸款20.8億元，同比
增長近80倍，有效為一大批創業企業解決了融資難、
融資貴問題。

【香港商報訊】記者盧濤、黃裕勇報道：作為中國
郵政快遞業第一大省，廣東正處於郵政快遞業大省向
郵政快遞業強省轉變的戰略機遇期。廣東省郵政管理
局黨組書記、局長周國繁近日表示，為實現郵政快遞
業高質量發展，廣東將藉助粵港澳大灣區這個世界級
灣區平台，着力打造廣東郵政快遞業科技創新研發應
用新高地，提升服務全領域能力。

廣東是全國郵政快遞業第一大省，具有最多市場主
體、最大業務體量、最強轉運能力、最全網絡體系、

最緊密產業關聯度和最前沿科技應用的優勢。2020
年，廣東郵政業業務總量和業務收入分別累計完成
5807.8 億元和 2401.5 億元，同比分別增長 31.9%和
15.8%，佔全國比重分別為27.6%和21.8%；快遞業務
量和業務收入分別累計完成 220.8 億件和 2182.5 億
元，同比分別增長31.4%和18.1%，佔全國比重分別為
26.5%和24.8%。

為實現郵政快遞業高質量發展，廣東將強化企業創
新主體地位，鼓勵企業融合創新、融通創新、發展
「微創新」；政府部門將發揮統籌作用，組織創新試

點示範，推動產業化規模化應用。廣東還將強化創新

整體效能，以科技創新促進管理創新、模式創新、服
務創新、業態創新；強化供給體系創新，在服務電商
寄遞、服務國內消費基礎上，創新服務品種，更好滿
足多領域、多場景、多樣化寄遞物流需求，促進多領
域關聯互動，持續為行業發展提供新動能。

此外，廣東還將推動郵政快遞產業數字化、數字產
業化，提升行業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力。周國繁透
露，廣東將以郵政快遞業融入全省綜合交通運輸體係
為抓手，着力統籌網絡業務布局，建設華南全球性國
際樞紐集群，打造一批 「樞紐+關聯產業」快遞經濟
區，助力提升城市能級。

粵藉灣區平台構築郵政快遞業科創高地

大灣區雙創項目推介會在深舉行

本次展覽不僅用史實還原了波瀾壯闊的歷史事件，
也用 「梅州大俠」廖安祥的藏品，展現了歷史事件下
的人文情懷，受到社會各界一致好評。

精心策展獻禮建黨百年
為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何香凝美術館策

展人幾經權衡，決定選擇1941年發生在香港的 「文化
名人大營救」作為主題，並以大營救中起到重要作用
的 「梅州大俠」廖安祥為線索人物，將這些文化名人
的作品串聯在一起，舉辦一場既能突出建黨百年主
題，又能突出文化深度，亦能兼顧地方特色的展覽。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日軍意識到要扼殺中國人
民的抗爭意識就要剔除他們的精神支柱，於是將矛頭
指向當時身藏香港島、堅持抗日發聲的一眾文化名
人。為營救包括何香凝、柳亞子、茅盾、鄒韜奮、蔡
楚生在內的800餘名抗日文化人士、愛國民主人士及
其家屬，周恩來帶領並部署多方力量，由廖承志等組
織實施，成功完成震驚中外的粵港 「秘密大營救」。

在這次行動中，一位積極協助革命工作的愛國愛港
人士、人稱 「梅州大俠」的廖安祥做出了卓越貢獻。
廖安祥既是一名成功的香港商人，也是一名共產黨
員。他的俠骨丹心和無私無畏得到眾多獲救名家的欽
佩，紛紛揮毫潑墨相贈。廖安祥在他86歲那年，將包
括有何香凝、柳亞子、郭沫若、茅盾、劉海粟、耿
飈、黃鎮、范曾、錢松岩、婁師白、吳作人、李可
染、董壽平、關山月等名家的共103件力作，全部捐
贈給梅州的嘉應大學（即今嘉應學院） 收藏。此次
展出的是其中的46件，也是這些作品首次公開。

策展人王一竹向記者表示，她也是在一次偶然的機

會中，在廖安祥後人的一本舊圖錄中看到了103幅作
品的全貌，涵蓋了諸多文化名家藝術生涯中的重要作
品。如此多流派的藝術家的作品彙集到一個人手上，
說明這個人身上一定有值得深挖的故事。於是王一竹
開始以這些書畫入手，收集文獻古籍等第一手資料，
期待以此還原一個生動的大營救和廖安祥其人。

為辦好這次展覽，王一竹、余湘智兩位策展人查找
了東江縱隊的許多資料，去了很多不同地方進行深入
調研，重走當年營救之路，並採訪了參與營救的東江
縱隊隊員的後人，參考了80多本書目，力圖完整、清
晰地展現當年 「文化名人大營救」波瀾壯闊的情景。
整個選題籌備了半年之久。

歷史人文並重備受好評
本次展覽取得了極大成功。王一竹表示，展覽期

間，除深圳市民外，還有一些老人專程從深圳周邊城
市過來觀展。很多年輕人、海歸看完後深受教育，自
行發動自己的同學來看。還有很多志願者自發為參觀
者進行導覽。本來此次展覽原定9月15日結束，但由
於市民的強烈呼籲，展覽延期至10月10日。

據統計，整個展期內何香凝美術館共有重要接待56
場，機關黨委來進行黨務學習的有21場，傳播人數接
近3萬人。本次展覽還安排了多次公教活動和一場北
京大學戴錦華教授的講座。戴錦華教授的講座提名為
「大時代·電影與人」，講的就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大

導演蔡楚生的故事，而蔡楚生正是當年被營救出的文
化人士之一。

何香凝美術館副館長程斌告訴記者，整個展覽其實
是分為兩條線：第一條線是關於整個 「文化名人大營

救」的歷史線，裏面包括文獻、史實、圖片等，力圖
還原整個事件的歷史面貌；第二條線是廖安祥的藏
品，廖安祥在大營救中出錢、出人、出力，起到了巨
大作用，而藝術家們給他的回贈書畫，則是這段歷史
的見證。不但見證了這個事件，也見證了他們之間的
友情，讓參觀者隔着時空也能感受得到。

深圳美術協會副主席張闖向記者表示，這次展覽在
藝術的構思及展品的呈現方面都體現出很高的水平。
首先，它所要呈現的是香港的 「文化名人大營救」，
由這個背景引出了展品的捐贈人廖安祥，這讓展覽呈
現了歷史史實與愛國主義；然後，通過廖安祥的事跡
以及他與藝術大家們的交往所得到的藏品，又為觀眾
呈現了高水平的藝術盛宴。這些作品既有歷史意義，
又有美術意義，兩個意義結合在一起非常難得。例如
關山月送給廖先生的紅梅，啟功送給廖先生的竹子，
裏面都飽含有濃濃的民族氣節，也是他們革命友誼的
見證。

耶魯大學深圳校友會秘書長鄭女士說，耶魯大學深
圳校友會受會長感召，組織參觀 「丹誠相許」展覽。
大家都被廖先生在 「文化名人大營救」中的赤誠丹心
和奮不顧身所感動。感恩前輩們為民族大業奮鬥，留
學生們表示將以同樣的熱忱興國安邦。

體現香港同胞熾熱愛國心
王一竹表示，由於廖老先生曾任香港亞洲貿易公司

董事長，所以本次展覽也受到香港各界人士的關注，
特別是與廖老先生有關的家族以及與廖老先生有過交
往的人士。由於疫情原因，這些關注展覽的香港人士
無法到深圳參觀，雖然有些遺憾，但他們也通過媒體

渠道了解到了本次展覽的盛況。
程斌認為，本次展覽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於文化人

士的重視。1941年，當時仍處於國共統一戰線時期，
中國共產黨自發地去保護中國的文脈，營救在港的
800多位文化人士，這體現出我們黨與文化人士肝膽
相照、榮辱與共的情感。可以看到，後來新中國文化
界的半壁江山都由這些被營救出的文化人士所支撐，
足見當初的營救行動是十分高瞻遠矚的。此外，營救
行動發生在香港，香港同胞在此期間出力甚大，廖老
先生也是香港人，這體現出香港與內地血脈相連、命
運與共，香港同胞的愛國之心是一樣熾熱的。

何香凝美術館還原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歷史

廖安祥捐贈書畫特展成功舉辦
【香港商報訊】記者伍敬斌報

道：7月15日在深圳何香凝美術館
開展的 「文化中國：丹誠相許——
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藝術文獻暨廖
安祥捐贈書畫特展」 已於昨日落下
帷幕。在本次展覽中，何香凝、柳
亞子、茅盾、鄒韜奮、胡繩、夏
衍、蔡楚生……這些在中國文化星
空中熠熠生輝的名字，由其書畫作
品真跡和歷史圖文資料串聯交織，
一場發生在粵港大地，由中國共產
黨領導，廣大愛國愛港人士以及華
人華僑參與的 「文化名人大營救」
得以生動地展現在觀眾面前。

廣交會發布吉祥物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近日，第130屆

廣交會吉祥物揭曉：一對名為 「好寶Bee」和 「好妮
Honey」的小蜜蜂初次亮相，這也是有着65年歷史的
廣交會首次迎來屬於自己的吉祥物。

為設計出一個好的吉祥物，廣交會採取了全球徵集
和定向邀請相結合的方
式，於今年 6 月 5 日向
全球發布了廣交會吉祥
物的徵集公告。最終經
過反覆對比、深入研
討，在與東道品牌創意
集團的溝通中，碰撞出
了創意火花，選取蜜蜂
作為形象來源。在此基
礎上，又經過多次深化
設計、反覆修改，最終
經報商務部批准，確定
蜜蜂作為廣交會吉祥
物。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國慶假期，深圳
警方以最高標準、最嚴要求、最周密措施，嚴格落實
社會面防控、重點區域、活動安保以及公共交通安全
秩序。截至7日18時，深圳全市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
降52.4%，擁堵警情同比下降63.8%，全市社會面安定
祥和，大型活動、人流密集區域平安有序，道路交通
安全暢順，沒有發生影響重大的案事件和重特大交通
事故。

深圳國慶假期平安有序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記者從深圳鐵路
部門獲悉，自10月11日零時起，深圳鐵路將實行新的
列車運行圖。

調圖後，深圳車站將實施 「日常線+高峰（周末）
線」的列車開行方案。高鐵方面，廣深港高速線共計
開行動車組列車 263 對，同比增加 1 對，其中日常線
199.5 對、周末線 19 對、高峰線 44.5 對；杭深線開行
152對，其中日常135對，周末線8對、高峰線9對；
梅汕線開行18對，其中日常12對、周末線2對、高峰
線4對。另外，深圳北站將開行動車組列車307對。其
中，始發終到列車229.5對，中轉列車77.5對。

普鐵方面，深圳站廣深城際線開行動車組列車 71
對。其中，日常線57對、周末線7對、高峰線7對、跨
線動車組7對；普速長途列車日常20對，跨局直通15
對，管內5對。深圳東站開行列車日常16對，其中，
直通13對；管內3對。

深鐵今推新運行圖

深圳「逐夢盃」創賽收官
【又訊】記者林麗青、王娜 通訊員馬雙麗報道：

2021深圳 「逐夢盃」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頒獎典禮
昨日舉行，28個優秀項目獲獎，分享360萬元獎金。
其中，畢業生組一等獎項目 「朗思—激光精確感知
氣體世界」獲得最高獎50萬元，在校生組一等獎為
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的 「妙手回聲」項目。

大賽分為畢業生組和在校生組兩個組別，共吸引
348個創業項目報名參賽。項目集中於互聯網、計算
機、生物醫藥等行業領域。 「朗思—激光精確感知
氣體世界」項目負責人許可為香港中文大學博士，
該項目目前已入駐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

李可染作品。

何香凝作品。

戴錦華（前排右五）講座後與觀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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