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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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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Company No. 1816215

Voluntary Liquid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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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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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31

(Sgd) CHENG KA FONG

DELUXE INVESTMENT HOLDING LTD.

騷亂參加者佔領當地機場騷亂參加者佔領當地機場
新年伊始新年伊始，，哈西南部曼吉斯套州液化天然氣價哈西南部曼吉斯套州液化天然氣價

格大幅上漲格大幅上漲，，引發多地民眾集會抗議引發多地民眾集會抗議。。托卡耶夫托卡耶夫
55日簽署總統令日簽署總統令，，接受政府辭職接受政府辭職，，並主持召開社並主持召開社
會經濟形勢會議會經濟形勢會議，，通過多項穩定物價的措施通過多項穩定物價的措施。。

據哈媒體報道據哈媒體報道，，上千人上千人55日下午闖入哈最大城日下午闖入哈最大城
市阿拉木圖市政府大樓市阿拉木圖市政府大樓，，暴力縱火並破壞公共財暴力縱火並破壞公共財
產產。。他們還衝擊了當地檢察院他們還衝擊了當地檢察院、、哈薩克斯坦國家哈薩克斯坦國家
電視台辦公樓電視台辦公樓、、哈執政黨哈執政黨 「「祖國之光祖國之光」」黨地方辦黨地方辦
公室等公室等。。

據據《《聯合早報聯合早報》》報道報道，，有目擊者表示有目擊者表示，，警方原警方原
本出動裝甲車及使用催淚彈本出動裝甲車及使用催淚彈、、閃光彈驅趕示威民閃光彈驅趕示威民
眾眾，，但隨着衝突逐步升級但隨着衝突逐步升級，，警方似乎放棄市內部警方似乎放棄市內部
分街道分街道，， 「「街上完全無政府狀態街上完全無政府狀態，，警察無處可警察無處可
尋尋」」。。

托卡耶夫托卡耶夫55日表示日表示，，部分地方的騷亂參加者正部分地方的騷亂參加者正
在佔領大型基礎設施在佔領大型基礎設施，，他們在阿拉木圖甚至佔領他們在阿拉木圖甚至佔領
了當地機場了當地機場。。

阿拉木圖市警察局局長哈納特阿拉木圖市警察局局長哈納特··泰梅爾傑諾泰梅爾傑諾

夫對哈通社說夫對哈通社說，，騷亂造成逾騷亂造成逾120120輛警車輛警車、、消防車消防車
和救護車等各類車輛被焚毀和救護車等各類車輛被焚毀，，300300餘家商舖餘家商舖、、飯飯
店和辦公室被打砸店和辦公室被打砸。。據哈內務部消息據哈內務部消息，，截至截至55日日
夜間夜間，，哈國內騷亂已導致哈國內騷亂已導致 88 名執法人員喪生名執法人員喪生、、
317317名警察和國民近衛軍官兵受傷名警察和國民近衛軍官兵受傷。。

據阿拉木圖市管委會消息據阿拉木圖市管委會消息，，哈護法機構已開始哈護法機構已開始
在當地開展旨在恢復秩序的在當地開展旨在恢復秩序的 「「反恐行動反恐行動」」，，管委管委
會呼籲居民保持冷靜並協助護法機構恢復秩序和會呼籲居民保持冷靜並協助護法機構恢復秩序和
社會穩定社會穩定。。

哈總統下令成立暴亂調查組哈總統下令成立暴亂調查組
據哈總統府網站消息據哈總統府網站消息，，托卡耶夫托卡耶夫55日在發表暴日在發表暴

力騷亂以來的第二次電視講話時宣布力騷亂以來的第二次電視講話時宣布，，自當天起自當天起
他本人擔任哈國家安全會議主席他本人擔任哈國家安全會議主席，，將對非法集會將對非法集會
活動採取強硬措施活動採取強硬措施。。托卡耶夫隨後簽署總統令托卡耶夫隨後簽署總統令，，
宣布自宣布自 11 月月 55 日至日至 1919 日在全國範圍實施緊急狀日在全國範圍實施緊急狀
態態。。

另據俄新社報道另據俄新社報道，，當地時間當地時間11月月66日日，，哈薩克哈薩克
斯坦總統新聞辦公室發布消息稱斯坦總統新聞辦公室發布消息稱，，哈薩克斯坦總哈薩克斯坦總

統托卡耶夫簽署總統令發布多條命令統托卡耶夫簽署總統令發布多條命令，，
其中包括下令成立調查組其中包括下令成立調查組，，調查暴亂發生調查暴亂發生
原因原因，，同時對違法犯罪者展開刑事調查同時對違法犯罪者展開刑事調查。。

集安組織向哈派遣維和部隊集安組織向哈派遣維和部隊
托卡耶夫在托卡耶夫在66日凌晨舉行的安全會議上說日凌晨舉行的安全會議上說，，騷騷

亂參加者在境外接受過嚴格訓練亂參加者在境外接受過嚴格訓練，，哈政府已向集哈政府已向集
安組織尋求幫助安組織尋求幫助。。他表示他表示，，儘管局勢複雜儘管局勢複雜，，哈哈
政府將繼續保障本國民眾和在哈外國人的權政府將繼續保障本國民眾和在哈外國人的權
利利，，並保護在哈外國公司和企業並保護在哈外國公司和企業。。

集安組織集體安全理事會輪值主席集安組織集體安全理事會輪值主席、、亞美亞美
尼亞總理帕什尼揚尼亞總理帕什尼揚 66日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聲日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聲
明說明說，，收到托卡耶夫的求助後收到托卡耶夫的求助後，，考慮到當前考慮到當前
局勢對哈國家安全和主權構成的威脅局勢對哈國家安全和主權構成的威脅，，集安集安
組織集體安全理事會決定在哈薩克斯坦短期組織集體安全理事會決定在哈薩克斯坦短期
部署維和部隊部署維和部隊，，以確保當地局勢穩定以確保當地局勢穩定。。

中國駐哈薩克斯坦大使館已發布消息中國駐哈薩克斯坦大使館已發布消息，，提提
醒在哈中國公民增強防範意識醒在哈中國公民增強防範意識，，減少不必要減少不必要
外出外出，，做好安全防護做好安全防護。。

哈薩克斯坦進入緊急狀態
已致數百人死傷 維和部隊將赴哈

【【香港商報訊香港商報訊】】據新華社消息據新華社消息，，當地時間當地時間11月月55
日日，，哈薩克斯坦部分地區騷亂仍在繼續哈薩克斯坦部分地區騷亂仍在繼續，，多地出現騷多地出現騷
亂者衝擊政府機構的情況亂者衝擊政府機構的情況。。哈總統托卡耶夫當日簽署哈總統托卡耶夫當日簽署
總統令總統令，，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集體安全條約組織集體安全條約組織
（（集安組織集安組織））66日說日說，，應托卡耶夫請求應托卡耶夫請求，，集安組織決集安組織決

定在哈短期部署維和部隊定在哈短期部署維和部隊。。

1月6日，在哈薩克斯坦阿拉木
圖，數百人在主廣場抗議政府。圖
為軍隊駐扎在抗議現場。 路透社

抗議活動中抗議活動中，，一輛警車在燃燒一輛警車在燃燒。。 路透社路透社一名男子站在被燒燬的市長辦公樓前一名男子站在被燒燬的市長辦公樓前。。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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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張麗娟報道：北京市第十五
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昨日開幕。北京市市長
陳吉寧透露，北京市2021年GDP同比增長8.5%，實
現 「十四五」良好開局。2022年將重點聚焦九方面
任務，GDP增長目標為5％以上。

恰逢北京冬奧會和冬殘奧會開幕在即，陳吉寧表
示，北京市要全面落實綠色、共享、開放、廉潔的
辦奧理念，以跑秒計時的狀態、壓線沖刺的幹勁，
一體推進冬奧防疫和城市防疫，全力以赴、精益求
精做好賽會組織和各項服務保障工作，為世界奉獻
一屆簡約、安全、精彩的奧運盛會，全面彰顯 「雙
奧之城」獨特魅力。

陳吉寧向大會報告政府工作，初步預計，2021年
北京市地區生產總值超過 4 萬億元、同比增長
8.5％，居民消費價格上漲1.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實際增長8％，經濟結構和質量持續優化提升，人
均地區生產總值和全員勞動生產率保持全國第一。

展望2022年，北京市要求穩字當頭、穩中求進、
更加奮發有為地推動新時代首都發展。陳吉寧介
紹，北京市2022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目標是：
地區生產總值增長5％以上，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長
4％，城鎮調查失業率控制在5％以內，居民消費價
格漲幅3％左右，居民收入穩定增長。

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明確了2022年九方面重點工
作，具體包括推動形成京津冀世界級城市群主幹構
架；加快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在未來科學前沿
領域布局一批新型研發機構，推動小米汽車開工、
理想汽車建設，落實 「朱雀計劃」；深入落實數字
經濟標杆城市建設實施方案，開展高級別自動駕駛
示範區，全力支持北京證券交易所創新發展，深入
開展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專項行動，高水平完成國企
改革三年行動計劃；打造改革開放北京樣板，積極
創建國家服務貿易創新發展示範區，打造數字貿易
示範區等。在民生領域，堅持 「房住不炒」，籌集
建設保障性租賃住房15萬套，竣工各類保障房8萬
套。研究適應多子女家庭的公租房政策，調整建設
標準和配租辦法等。

北京全力辦好冬奧
彰顯雙奧之城魅力

【香港商報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河南省政
協十二屆五次會議召開期間，住港澳地區省政協委
員不能出席會議，河南省政協港澳台僑和外事委員
會提前通過電話、微信等形式與住港澳地區委員溝
通，指導他們通過線上直播平台 「雲端」參會，利
用 「河南政協」APP積極履職議政，做到線上參會
不缺席。

1月5日上午，全體住港澳地區省政協委員分別在
香港、澳門通過手機端和電視收看了直播。委員們
一致認為，下一步，要認真學習常委會工作報告，
進一步發揮住港澳地區委員 「雙重積極作用」。委
員們紛紛表示，特殊時期，雖然很遺憾不能現場參
會，但通過網絡直播收看大會開幕式、通過移動履
職平台建言獻策，通過 「河南政協」APP及時把提
案快速、便捷地提交到大會上， 「雲履職」如同親
臨現場一樣，參與感很強，做到了線上參會不缺
席。 王皓萍 李欣

河南政協會議召開
港澳委員線上履職

【香港商報訊】記者唐琳、歐陽萍報道：RCEP工
商領袖論壇昨日在廣西南寧舉辦。中國貿促會會長高
燕在現場表示，截至1月5日，中國貿促會已為18個
省市的135家企業簽發了275份RCEP原產地證書，
主要涉及紡織品、化工產品、醫療產品、食品等，出
口目的地包括日本、澳大利亞等已生效成員國，涉及
出口金額1900多萬美元，預計可為企業減免關稅22
萬美元。

香港特區政府駐廣西聯絡處主任王卓然在接受本報
記者採訪時表示，香港作為一個自由開放貿易的堅實
支持者，爭取盡早加入RCEP，並期待與RCEP的其
他成員攜手，擴展相互之間經貿合作的空間。他表
示，香港是 RCEP 十五個成員經濟體的緊密貿易夥
伴，同時香港是區內的主要金融和貿易中心及交通樞
紐，香港過去三年與RCEP十五國成員經濟體的貨物
貿易總額達兩萬多億美元。王卓然認為，RCEP生效
後，可預期中國內地與區域的進出口貿易增長空間將
大幅擴大，香港背靠祖國必能從中受惠，特別是在貿
易融資、專業工商服務及物流航運等領域將有無限商
機。

中國貿促會為135企業
簽發RCEP原產地證書

內地推戶籍改革：特大城市落戶自由度或提升
【香港商報訊】記者朱輝豪報道：昨日，國務院辦

公廳印發《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試點總體方
案》，其中明確，推動勞動力要素合理暢通有序流
動，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方案》支持具備條
件的試點地區在城市群或都市圈內開展戶籍准入年限
同城化累計互認、居住證互通互認，試行以經常居住
地登記戶口制度，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常住地提供。

接受本報記者採訪的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孫文華
博士認為，此次戶籍改革充分體現了 「人民城市人民

建」 「人民城市為人民」 「以人為本」的城市治理精
神。他指，目前中國已經逐步放開了大型城市及中小
型城市間的落戶限制，但超大型城市的落戶限制還沒
有放開，且城市間戶籍制度的公共服務存在差異，此
次戶籍人口管理服務改革的試點，需要探索城市戶籍
公共服務的無差異化。

戶籍改革事關公民在就業、教育、社會福利等方面
的權益，在孫文華看來， 「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是
一次改革，需要加強信息管理，以應對人口變動對公
共服務支出的變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在接
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

制度的一個重
要意義，是使

人口登記信息更為準確，因為存在「人戶分離」現象，
即居民的經常居住地和常住戶口登記地不一致，造成
了信息的混亂。此外，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
度，也意味着一些大城市的落戶自由度可能要增加。

「像北京、上海等一些特大型城市對落戶還有一些
限制，實際上這個意義已不大，即使不給常住在這裏
的 『異鄉人』登記戶口，但他們已經事實上居住和生
活在這些城市，國家也有相關的社會保障措施支持他
們。」黨國英說，不給常住居民登記戶口，其實是不
合適的，這些大城市沒有充分理由要限制人口規模。

國家發改委相關負責人表示，圍繞進一步深化戶籍
制度改革，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支持建
立以身份證為標識的人口管理服務制度，推動加快暢
通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渠道，激發人才創新創業

活力。

聚焦地方兩會

2022年1月9日 星期日

S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