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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粵港諮委會服務中心啟用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 「廣州南沙粵港
合作諮詢委員會」（下稱諮委會）服務中心昨日分別
於南沙及香港兩地連線同時舉行啟用儀式。全國政協
副主席、諮委會顧問梁振英在南沙會場表示，成立服
務中心有助粵港深化合作，催生新的產業門類。他希
望通過把代表香港社會各界的非牟利機構集中起來，
在南沙當地發揮群聚效應，促進大範圍、多功能、恒
常和務實的粵港交流、調查研究、雙向解說、落實合
作，有助催生新的產業，發掘更多發展機會。

梁振英：深化合作催生新產業
梁振英，廣東省委常委、廣州市委書記張碩輔，廣
東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黃寧生，廣州市委常委、秘
書長潘建國，廣州市委常委、南沙區委書記盧一先，
諮委會主任岳毅及副主任委員徐澤主持啟動儀式。
盧一先表示，諮委會服務中心正式啟用，既是貫徹
落實中央發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實際行
動，也是穗港合作不斷走深走實的重要標誌。諮委會
將發揮重要平台作用，促進廣州南沙攜手香港深度參
與大灣區建設，更好服務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助港人港企融入大灣區
諮委會主任岳毅指出，服務中心可以為港人港企融

入大灣區，參與祖國發展提供
各種恒常務實的服務與諮詢以
及開展研究，引領大灣區一體
化不斷向前，深入發展。
諮委會在今年 4 月成立，以
廣州南沙為工作基地，以全面
深化粵港合作為工作目標，以
G2B 諮詢為工作方式。其服務
中心以廣州南沙為平台，達 1
萬平方呎，設有辦公區、會議
區及多功能活動區等，為推動
粵港合作的非牟利社會組織提
供支援。免費提供場地、設施
和辦公支援。
服務中心坐落廣州南沙，環
境宜人，交通便捷。1 萬平方
呎的樓面分別設有辦公區、會
議區及多功能活動區等，為推
動粵港合作的非牟利社會組織
免費提供場地、設施和辦公支援，以及提供點對點的
聯繫。

已有 16 家香港非牟利機構加入

「廣州南沙粵港合作諮詢委員會」 服務中心昨日啟用。 記者 馮瀚文攝
目前諮委會服務中心已有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一
帶一路」國際合作香港中心、大灣區香港中心、大灣
區國際信息科技協會、香港工商總會、香港工業總
會、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

盧新寧與 20 家香港傳媒座談交流

中央惠港政策體現三新特點
【香港商報訊】10 月 11 日，
香港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與 20
家香港媒體座談交流，介紹中央
近期惠港利民政策的制定背景和
落實進展，以及中聯辦國慶期間
開展的 「落區聆聽、同心同行」
活動總體情況。

促進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

今年以來，以國家 「十四五」規劃綱要為統領，陸續
出台了 「前海擴區擴容」和 21 條惠港利民政策，促進
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盧新寧表示，這些政策在
制定實施過程中體現了新特點：一是既有宏觀戰略謀
劃，又有微觀精準施策。例如面向漁農、法律、中醫、
青年等具體行業、特定人群的扶持政策，強調精準性和
針對性。8 月 5 日，已有 37 名港籍醫生在深圳獲授正高
級職稱，開啟大灣區醫療人才互評互認第一步。二是既
打開政策 「大門」，又敞開細則 「小門」。例如 「前海
方案」明確提出要提升法律事
務對外開放水平，探索不同法
系、跨境法律規則銜接。與之
相配套的是，大灣區律師執業
考試首次舉行並成為制度安
警告通告 - 處所 / 地方
排，此舉有效構建香港律師進
香港法例第二○○章刑事罪行條例第 153 節 A
軍內地的執業通道。三是既注
重自上而下系統設計，又吸納
先生 / 女士：
自下而上意見訴求。相當部分
現通知你閣下作為擁有人或租客，位於九龍太子道西 129 號 1 字樓的
的惠港政策，是中央有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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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取香港業界訴求後研究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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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雙向良性互動使政策更貼
139, 143, 144 及 145 節所列的罪行。
地、效果更實在。比如 「國家
在 2021 年 9 月 24 日，男子余明衛，地址九龍竹園南邨麗園樓 1209 室
藝術基金」對港全面開放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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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藝術界團體多次呼籲的結
139(1)(b) 節，並於 2021 年 9 月 30 日被裁定罪名成立。
果，目前已有 44 家機構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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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個項目。

香港警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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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區活動傳達
中央關愛

盧新寧介紹， 「落區聆聽、同心同行」活動於 9 月 30
日至 10 月 10 日舉行。這期間，中聯辦從駱惠寧主任，
到各級幹部員工，深入基層、深入社會，進社區、看住
房、訪商舖、入校園，傳遞中央對香港的關心關愛，深
入了解惠港利民政策的落實情況，直接聆聽社會各界聲
音和訴求，以實際行動更好履行中聯辦密切聯繫社會各
界的職能，更好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統計顯示：中
聯辦八成以上職員參加此次活動，走進 979 家房、公
屋、過渡性房屋、居屋和中小商戶；聽取 3476 名市民
對中央惠港利民政策執行情況的反映，以及對出台新政
策的建議；探望包括獨居長者、失業人士、創業青年、
地區婦女、中小商戶、地盤工人、新移民、少數族裔等
在內的 3985 名普通市民；同時圍繞香港青少年在學
業、就業、創業過程中遇到的問題聽取意見。此外，還
推動近 40 家主要中資企業深入社區開展 「中企服務進
社區」系列活動，為市民辦實事、讓市民得實惠。在活
動醞釀和落區過程中，中聯辦與特區政府事先溝通，部
分政府官員也參加了此次活動，現場回應市民關切。

收集 6347 條意見訴求及建議
盧新寧指出，通過此次活動共收集到 6347 條意見、
訴求和建議。對此，駱惠寧主任已明確要求 「每一條都
不放過」，要 「詳細記錄、匯總造冊、分類處置」。屬
於中聯辦職能範圍內的，馬上依規辦理；屬於特區政府
施政範圍內的，梳理清單轉交。
盧新寧最後強調，中央一直十分關心香港的經濟發展
和民生改善。今後中聯辦將貫徹落實中央的要求，一如
既往廣泛聯繫社會各界，把落區活動常態化，深入了解
社情民意；一如既往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推動經濟民生和社會發展，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

日期：2021 年 10 月 8 日

警務處處長
( 程知仁 代行 )

香港法例第200章
刑事罪行條例
第㆒㆔㈨條 經營賣淫場所
(1) 任何人於任何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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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屬犯罪－
(i)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監禁 3 年﹔或
(ii)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 10 年。
(2)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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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㆕㆔條 出租處所以供用作賣淫場所
(1) 任何人身為處所的擁有人或租客或其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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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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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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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㆕㆕條 租客等准許處所或船隻經營作賣淫場所
(1) 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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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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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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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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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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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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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中華總商會、香港物流商會、香港專業聯盟、香港
零售管理協會、香港管理專業協會、香港齊心基金
會、香港總商會、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等 16 家香港
非牟利機構加入。

「圓規」若闖港 800 公里
將直接掛 3 號波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繼颱風 「獅子山」
之後，另一個強烈熱帶風暴 「圓規」正逐步接近香港，
料風力較 「獅子山」更強。天文台昨日宣布，當 「圓
規」進入香港800公里範圍內時，將會直接發出3號強風
信號。而在風暴進入800公里範圍時即掛3號風球情況罕
見，上一次已經是1987年10月颱風 「
林茵」襲港。

料明迫近或達到烈風程度
天文台昨日表示，已密切注意 「圓規」的動向，不排
除當日晚間發出暴風信號。天文台署理高級科學主任江
偉說，屆時暴風信號將跳過 1 號戒備信號，直接上升至
3 號強風信號，取代強烈季候風信號。江偉續說，在 10
月連續出現兩個颱風並不罕見，目前仍處颱風季節，但
9至11月生成的 「秋颱風」較難預測，變數亦多。
根據預測， 「圓規」將穿過呂宋海峽，晚間進入香
港 800 公里範圍。在 「圓規」與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
響下，本港天氣今日起將轉壞，預料 「圓規」明日最
接近香港，在香港以南約 400 公里經過，屆時香港部
分地區的風力可能會達到烈風程度，廣泛地區可能有
暴雨及狂風。

民建聯倡公私營合作
紓九龍中醫療負擔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民建聯調查發
現，只有兩成半受訪者滿意九龍中醫院聯網的醫療服
務，同時，有七成受訪者表示，不知道預期 2025 年落
成的啟德醫院位置，逾八成受訪者表示不知道伊利沙
伯醫院臨床服務將調遷至日後落成的啟德醫院。民建
聯建議醫管局加快兩個 10 年醫院發展計劃以應付人口
高齡化：加快完成第一個 10 年醫院發展計劃，同時盡
早部署開展第二個 10 年醫院發展計劃（2026 年至 2035
年）讓更多醫院可以納入重建或擴建的範圍，以改善
現時各項公共醫療服務輪候時間超長的問題。

促加快 10 年醫院發展計劃

畢杜楊會計師行㈲限公司

香港警務處

BUT DO YEUNG C. P. A. LIMITED

警告通告 - 處所 / 地方
香港法例第二○○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53節A
先生 / 女士：
現通知你閣下作為擁有人或租客，位於九龍砵蘭街 396A 號 1 字樓
及平台的處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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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21 年 9 月 1 日，男子周毓慶，地址九龍慈雲山雲華街 10 號慈樂
邨樂旺樓 24 樓 2420 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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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1)(b) 節，並於 2021 年 9 月 29 日被裁定罪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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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021 年 10 月 8 日

警務處處長
( 程知仁 代行 )
本通知與第 153A( Ⅰ )(b)(ii) 條所指的另一通知同時刊登於相同的各份
報章上，而上述條例第 139 、 143 、 144 及 145 條的條文已在該另一通
知上列出。請參閱該另一通知以知悉該等條次的條文全文。

稅務㈹表(30多年經驗專業㆟仕處理)
清盤除㈴/破產申請
公司及個㆟稅務申報和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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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址 ：香港皇后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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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址 ：香港德輔道㆗300號華傑商業㆗心19樓
電話 ：(852)2520 2727
傳真 ：(852)2520 2336

民建聯於 8 月底至 9 月初
就九龍中醫院聯網服務訪
問 3357 位居於九龍城及黃
大仙區的居民。調查顯
示 ， 有 79.9% 受 訪 者 表 示
不知道香港兒童醫院和啟
德醫院同屬九龍中醫院聯
網。問及香港兒童醫院和
啟德醫院能填補現時九龍
城及黃大仙區哪些醫療服
務，75.1%受訪者期望可以
縮短輪候時間、71.2%期望
增設急症室服務、69.9%期
望加強專科服務、57.4%期
望改善床位不足情況。
民建聯建議加強九龍中
醫院聯網內的公私營合
作，針對日後伊利沙伯醫
院臨床服務將調遷至啟德
醫院，為方便九龍城及黃
大仙區的居民求診，建議
當局將部分臨床服務
以 「公私營合作」模
式向兩區居民提供，
既方便他們於居住的
社區接受醫療服務，
毋須前往啟德醫院，
亦可利用私營界別的
容量來減輕公營界別
壓力。
其他建議包括盡
快增加九龍中聯網醫
生人手，包括放寬海
外醫生來港註冊機
制、增加本地醫生培
訓名額、優化醫管局
特別退休後重聘計
劃、研究興建第 3 間
本地醫學院，以及增
加聘用兼職醫生，藉
此紓緩聯網內醫生不
足問題，提升醫療質
素和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