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漁港海鮮舫

Seafood Port Restaurant

㈰期：2021年10㈪12㈰」

「現㈵通告：朱柏陽其㆞址為㈨龍

荔枝角道127-133號㈮荔閣㆞㆘D及

E舖，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㈨龍荔枝

角道127-133號㈮荔閣㆞㆘D及E舖

小漁港海鮮舫的酒牌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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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樓酒牌局

㊙書收。

申 請 酒 牌 續 期 公 告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u Pak 
Yeung of Shop D & E, G/F, Kam Lai 
Court, No. 127-133 Lai Chi Kok Road,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Seafood Port 
Restaurant situated at Shop D & E, G/F, 
Kam Lai Court, No. 127-133 Lai Chi Kok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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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th Floor,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12 October 2021”

利 羣 海 鮮 飯 店
申 請 酒 牌 續 期 公 告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期：2021年10㈪12㈰」

「現㈵通告：黃慶雲其㆞址為新界

屯門友愛邨街巿2熟食檔9-12號，

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新界屯門友愛

邨街巿2熟食檔9-12號利羣海鮮飯

店的酒牌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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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交新界大埔鄉事會街8號大

埔綜合大樓4字樓酒牌局㊙書收。

Date :  12 October 2021”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Wong Hing 
Wan of Cooked Food Stall Nos. 9-12, 
Market 2, Yau Oi Estate,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LEE KWAN 
SEAFOOD RESTAURANT situated at 
Cooked Food Stall Nos. 9-12, Market 2, 
Yau  Oi  Es ta t e ,  Tuen  Mun ,  New 
Territories.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th Floor, Tai Po 
Complex, No. 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LEE KWAN SEAFOOD RESTAURANT

大灣區航空一共申請了104條航線。公司表示，包括
內地、北亞和東南亞地區，現在正在審批當中。如獲成
功批核，公司會根據市場環境和疫情發展，希望能逐步
飛往已申請的各航點，包括新加坡、曼谷和布吉島。

組波音737-800機隊
硬件方面，公司今年內引入3架波音737-800型號飛

機，到明年將增至7架波音737-800飛機，至2026年將
有超過30架波音737-800飛機投入服務。

公司還提到，香港國際機場整個三跑道系統項目預計
於2024年竣工，將能提升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的地
位，並為航空公司帶來很多機遇。完善的跨境基礎設
施，例如港珠澳大橋、通往海天碼頭的高速渡輪、香港
至深圳和廣州的高鐵、廣泛的高速公路網絡，以及更多
的邊境口岸，例如在2020年啟用的蓮塘等，將使香港
成為各大企業參與大灣區發展和建設的首選，並給予大
灣區航空極大的發展機會。

大灣區航空行政總裁丘應樺說，消息令人鼓舞，成功
獲取航空營運人許可證反映了公司的願景。雖然在疫情
期間建立一家新的航空公司是極具挑戰性，但在這個時
候獲取航空營運人許可證，反映大灣區航空對香港航空
發展的承諾和對行政長官今年施政報告的支持，亦展現
出已做好啟動營運的承諾和準備。他又稱，衷心感謝整
個大灣區航空團隊、合作夥伴，以及處理航空營運和牌
照申請的各有關政府部門，並熱烈地期待首航的一天。

民航處已發航空營運人許可證
民航處回覆本地媒體查詢指，民航處在2020年7月接

獲大灣區航空公司的航空營運人許可證申請。經仔細及
全面評估申請人各方面的能力皆符合民航處要求後，民
航處處長已按既定機制簽發了航空營運人許可證予大灣
區航空公司。

翻查資料，大灣區航空去年底委任的5名董事，包括
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順豐速遞創辦人王衛、保安局前
局長李少光、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及機管局前行政總裁許
漢忠。

2021年9月6日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
辦公廳共同發布的 「前海方案」在香港
引發熱議，與 2010 年前海剛成立時香
港各界普遍對前海持觀望態度不同，這

次香港社會各界所關注的是如何能夠盡快進入前
海，抓住前海機遇，分享內地社會經濟特別是大灣
區經濟發展的成果。前海自成立到現在已經過去11
年，如今迎來了大擴容，香港社會已經沒有人再會
對前海再持有懷疑態度，也沒有人認為前海會搶香
港的飯碗，大家共同的認識就是前海是國家支持香
港的重大戰略，是不容錯過的重大機遇。

目前，香港經濟轉型步履維艱，香港服務業苦無
出路，而中央在此時升級前海進行擴容無疑是香港
的一個巨大喜訊和福音，隨前海建設的不斷推
進，隨深圳特別是前海與香港的交通往來的越來
越便利，前海對香港的意義會越來越大，支持和帶
動作用會越來越明顯，至少，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
方面見識到前海對香港的重大意義和作用。

為港傳統服務業注入新活力
第一，前海將成為港企發展、港人就業新天地。前

海成立之初就已經立下了支持香港、服務香港的原則
規矩，那就是前海15平方公里的土地，要確保三分
之一供應給香港企業購買，而且，前海建成之後，將
會為10萬港人解決就業問題。如今前海已經擴容，
而且擴容規模之大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前海一下子
從之前的15平方公里擴大到了逾120平方公里，擴容
後的前海仍然執行成立之初的土地供港原則，以及港
人就業政策，顯然，前海已經讓香港企業和港人有了
無限想像的創業與發展空間。從前海15平方公里時
代已經吸引超過1.15萬家港企註冊的情況來看，前海
擴容之後的新時代即使不能夠簡單按照擴容規模倍數
來推算香港企業和香港市民落戶和就業前海的情況，
但成倍甚至多倍增加應該沒有任何懸念。

第二，前海將在諸多高端產業領域引航香港。如
果說，11年前的前海還是一片灘塗，那麼，今天的
前海已經實現了華麗轉身，一個世界級的舞台正在
前海崛起。凡是關注前海的人們，都會發現前海所
發生的不可思議的變化：這裏不僅成為了深港現代
服務業合作示範區，而且正在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
核心區域；這裏的金融設施先進發達，理念一流，
已經成為內地金融創新與金融改革的引領者；這裏
既是國際創業者與投資者的樂園，香港青年在前海
更是如魚得水；這裏不僅要打造成為國際性的高端
服務業聚集區，而且還要成為國際標杆城市之中的
標杆；這裏不僅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大舞台，而且也
將成為中國對接世界的橋頭堡。前海已經成為了當
今世界幾乎所有高端產業的匯聚之地，是名符其實
的新興產業、高端產業、先導產業、高科技龍頭產
業的新高地，在諸多產業領域前海必將對香港發揮
引航作用。

第三，前海勢將為香港傳統服務業注入新活力。
擴容後的前海無論地理空間、產業配套、交通設
施、人才規模、創新能力都將有一個極大的提升，
這裏有內地排名前列的深圳國際機場、亞洲乃至全
世界最大的國際會議展覽中心、發達的城際軌道交
通網絡、通達世界的海港碼頭、中國最具影響力的
自由貿易試驗區、中國乃至世界最發達的互聯網金
融體系，以及中國乃至世界最強的科技創新服務系
統等等。目前，前海除了經濟自由度沒有達到香港
的水平，其他各方面都能夠與香港實現無縫銜接。
按照中辦和國辦發布的 「前海方案」到2035年前海
的營商制度環境和經濟自由度將與香港高度接近，
更為重要的是，由於前海將集中國乃至全球高端產
業之大成，在產業配套、內生動力、創新能力、輻
射範圍、競爭能力、成長空間等諸多方面超越香
港，可以預期，前海將為香港的傳統服務業注入新
活力。 顏安生

前海支持香港的能力
更大更強

責任編輯 蔡清偉 陳薇 美編 張亞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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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亞洲區最多104條航線

財經
拆局

大灣區航空獲許可證
【香港商報訊】深圳東海航空

董事長黃楚標創立的大灣區航空
宣布，成功獲取香港民航處頒發
航空營運人許可證，成為本港第8
家航空公司。大灣區航空表示，
將繼續與空運牌照局(ATLA)在牌
照審批方面緊密合作，並為正式
提供公共營運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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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航空機隊規模
時間

2021年

2022年

2026年

機隊

3架波音737-800

7架波音737-800

逾30架波音737-800
大灣區航空擁有一支由波音737-800型號組成的

機隊。

「前海方案」 在香港引發熱議。 資料圖片

恒大再有三筆美元債息到期
【香港商報訊】記者蘇尚報道：內房債務危機持

續發酵！數據顯示，中國恒大(3333)昨日共有3隻美
元債的利息到期，分別為2022年4月到期、2023年
4月到期、2024年到期美元債，料涉及利息合共約
1.48億美元(折合約11.52億港元)。此前，恒大已錯
過兩筆美元債的利息支付，寬限期將於本月底到
期，同時，由恒大擔保的2.6億美元債亦於上周五過
了寬限期，惟市場並未傳出償付消息。

綜合外媒報道，6名共持有25億美元恒大離岸債
券的投資者，較早前聘請兩間律師行，制定一旦
恒大倒閉的應急方案。報道指兩間律師行一直嘗
試跟恒大及集團顧問接觸，希望確保在討論解決
方案期間，恒大管理層不會出售離岸資產，惟一

直未獲得實質回覆。其中一間律師行直言擔憂短
期內恒大出現債務違約。

內房頻現債務違約，加深投資者擔憂。外媒引
述野村經濟學家估算，截至今年6月，內地開發商
的債務已達5.2萬億美元(約40.56萬億港元)，幾乎
是 2016 年底的兩倍，超過日本去年整體經濟產
出。其中，最高比例為佔46%的銀行貸款，債券市
場約佔 10%，包括相當於 2170 億美元的美元債
券，當中大多數是垃圾債券。

當代置業料獲股東貸款8億
此外，當代置業(1107)發公告指，尋求將2021年

10月25日到期、票息12.85厘的優先票據贖回35%
後，剩餘部分到期日延長3個月，以改善流動
性和現金管理，並避免任何潛在的償付違
約。同時，當代置業公布，董事會主席兼控
股股東張雷和總裁張鵬有意向集團提供合共
約8億元人民幣的股東貸款，並預期於未來兩
至三個月內完成。

【香港商報訊】港股昨日在ATM三隻重磅科網股帶動
下造好，連升第3日。恒指收報25325點，全日升487點或
1.96%，成交額1629億元，國企指數報8999點，升223點
或2.55%，恒生科技指數報6403點，升196點或3.17%。

ATM三隻股份顯著造好，美團(3690)因被裁定違反《反
壟斷法》，罰款34.42億元人民幣，普遍大行認為罰款力
度較預期輕，美團急升8%，報277.4元，升21.4元，是升
幅最大藍籌；阿里巴巴(9988)升近8%，報167.8元；騰訊
(700)升近3%，報496元。ATM三隻股份合共貢獻恒指393
點。另外，快手(1024)升5%，報88元；嗶哩嗶哩(9626)升
逾4%，報568.5元。

聯想集團(992)撤回公開發行存託憑證並於上海科創板上
市的申請，股價曾急跌13%，收報跌1.18元，而母公司聯想
控股(3396)跌逾12%；安踏體育(2020)跌逾4%，是跌幅最大
藍籌。

另外，外電聲稱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內地網絡購物和社
交平台小紅書考慮將上市地點從美國轉到香港，料最快今
年申請香港 IPO，擬籌資規模至少 5 億美元(約 39 億港
元)，甚至可能達到10億美元(約78億港元)。

小紅書傳來港上市

【香港商報訊】大灣區航空何時會
正式投入服務，估計要等香港及內地
正式恢復通關之後，但從現時全球疫
情發展來看，全球旅遊業要恢復到疫

情前的水平，恐怕仍要幾年。無論如何，疫情終會
過去，有新航空公司加入，反映有業界人士認為航
空業當前已處於谷底，未來將會起飛。

大灣區航空行政總裁丘應樺9月中接受本地媒體
訪問時透露，期望最快明年首季後能夠啟航。但現
時很難估計市場需求如何，因為要視乎疫情發展，
各地政府有否 「通關」，以及是否推出 「疫苗護
照」等措施。

從經營者角度看，現時航空業資產處於歷來最低
水平，市場有大量價廉物美的二手飛機供應，世界
各地有大量待業的機隊人員，若明年疫情受控，航
空及旅遊業隨時可能迎來報復式反彈，故部署明年
首季啟航時機其實不錯。

先經營中短線內地航班
丘應樺強調，大灣區航空會 「一步一步」走，公

司目前已有一架飛機，第2架將在今個月在廣州交
付，公司在營運前有很多前期工程要進行，例如新

的系統及設置，目前已聘請了多名飛行員及空中服
務員，部分都來自早前被其他航空公司裁減的員
工，料年底會達150人。

丘應樺指出，雖然公司的財務情況很健康，但延
遲啟航對於公司都會有一定的財政壓力，例如租用
飛機費用及員工薪酬等。由於大灣區航空所購置都
屬中短線的單走道客機，就算開業初期也只會開幾
條穩賺的中短線內地航線，如香港去北京、香港去
海口等。至於長途海外航線，估計仍要有段日子才
會推出。 必勝

航空業谷底逆市起飛可期

大灣區航空由深圳東海航空董事長黃楚標創
立。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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