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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 (1) Flat C3, 13/F, Block 2, Chermain Heights, 9 

Eastbourne Road, Beacon Hill, Kowloon Tong, 

Kowloon(㈨龍㈨龍塘筆架山義本道9號霞明閣2座13樓C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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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Flat 6C, South Court, 6 Sau Chuk Yuen Road, 

Kowloon Tong, Kowloon(㈨龍㈨龍塘秀竹園道6號南方花

園6C室)

 [香港身份證號碼R884XXX(X)]

現㈵通知，債權㆟，FWD Life Insurance Company (Bermuda) 

Limited [富衛㆟壽保險(百慕達)㈲限公司] 前稱為ING Life 

Insurance Company (Bermuda) Limited (其㆞址為香港㆗環德

輔道㆗308號富衛㈮融㆗心28字樓)已發出“法定要求償債書＂。

債權㆟要求你償付港幣HK$158,591.42元，此筆款㊠須立即償付

（根據香港㈵別行政區區域法院民事訴訟案件編號2015年第

5885號，於2016年5㈪13㈰作出的判決而要求償付）。該債㊠於前

述判決㈰期起招致，債㊠包括尚欠本㈮港幣HK$105,301.25元、利

息港幣HK$44,290.17元(由2015年12㈪30㈰起計㉃2021年3㈪26㈰

為止)及評定訟費港幣HK$9,000.00元。

致︰ Sun Juan(孫娟) also known as Sun Juan Janet

本要求償債書，可於㆘述㆞點索取或查閱。

本要求償債書是重要的文件，本要求償債書在報章刊登之首㈰，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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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償付所列債㊠，或嘗試與

債權㆟達成和解，否則你可被宣告破產，而你的㈶產及貨品亦可被

取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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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對㉂

己的處境㈲任何疑問，應立即徵求律師的意見。

㆞址：香港㆗環德輔道㆗99號大新㆟壽大廈16樓

㉂本要求償債書首次在報章刊登之㈰起計，你祗㈲21㆝的時間，之

後債權㆟可提出破產呈請。如欲向法庭申請把本要求償債書作廢，

你必須在本要求償債書首次在報章刊登之㈰起計18㆝內，向法庭提

出申請。

法定要求償債書
(緊隨法院㆒㊠判決或命令而須立即償付的經算定款㊠的債㊠)

申 請 新 酒 牌 公 告

「現㈵通告：譚可兒其㆞址為㈨龍黃

大仙正德街103號黃大仙㆗心南館㆞

㆘高層UG41號舖，現向酒牌局申請

位於㈨龍黃大仙正德街103號黃大仙

㆗ 心 南 館 ㆞ ㆘ 高 層 UG41號 舖

Cityfresh Bistro的新酒牌。凡反對是

㊠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起㈩

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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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2022年1㈪10㈰」

Cityfresh Bistro

申 請 新 酒 牌 公 告

「現㈵通告：何劍強其㆞址為㈨龍

尖沙咀寶勒巷26-36號華寶大廈㆞㆘

低層A鋪，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㈨

龍尖沙咀寶勒巷26-36號華寶大廈㆞

㆘低層A鋪富力酒家的新酒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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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2022年1㈪10㈰」

富力酒家

責任編輯 莊海源 吳業康 美編 張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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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陳茂波籲市民鼓勵親友接種疫苗

徐英偉再致歉：愧對市民信任

各界齊指堵防疫漏洞至為關鍵

齊心抗疫讓生活早復常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Omi-

cron變種病毒迅速傳播，隱形傳播鏈在社區
擴散。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網誌指出，合
力嚴防輸入、內防擴散，爭取盡早切斷社區

的傳播鏈，盡快讓大家回復正常生活出行，以及穩定的營商環境，是整個社會之共
同目標。目前本港仍有約兩成多的市民未接種第一劑疫苗，政府已宣布增加社區疫
苗接種中心和公立醫院新冠疫苗接種站的接種間，並增加人手以應付需求，他呼籲
市民更多關心親友並鼓勵對方接種。

張宇人鄧家彪籲
速援受影響行業

市建局首幢
「局部改造」工程竣工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政府再收緊防疫
措施，包括禁食肆晚市堂食，行政會議成員、飲食界
立法會議員張宇人表示，已經向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提
出，希望政府向包括飲食業界提供支援。工聯會立法
會議員鄧家彪表示，受今次措施影響的僱員大約70萬
至80萬人，認為保就業資助應直接到員工手上。

張宇人出席電台節目表示，農曆新年將至，單是飲
食業界，便因政府收緊防疫措施而損失約50多億元；
美容、健身及零售等行業亦受到很大影響，他將在周
二(11日)的行政會議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反映問題。

鄧家彪在同一節目表示，受今次措施影響的僱員大
約70萬至80萬人，包括很多宴會工作及舞台製作等行
業都受到很大影響。他說，不反對政府支援僱主，但
上次保就業計劃出現很大爭拗，認為保就業資助應直
接到員工手上，即使每人每月一萬元亦不算多。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生日會事件引起
社會對防疫措施的關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
說，今後關鍵的工作是要嚴格執行外防輸入，認為機
組人員是個很大漏洞，要完善監管機制，團結一致向
前看，爭取早日清零，盡快通關。

相信有關人士已汲教訓
譚耀宗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同意政府嚴肅處理生

日會事件，相信涉及人士是真誠道歉，盼望他們可以
從今次事件中汲取教訓，日後在崗位上繼續做好防疫
防控工作。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馬逢國表示，事件
反映政府防疫措施在外防輸入方面仍存漏洞，尤其是
對機組人員的入境規限過鬆，令過去一段時間大部分
市民嚴守防疫規限，可能因小部分機組人員不守規矩
而付諸流水。他亦認同政府對有關涉事人員包括官員
的處理手法，反映政府對事件的重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研究資助局主席黃玉山指出，
涉事官員、議員已向社會真誠道歉，認為相關人士應

汲取教訓，深切反省。他表示，事件過後，社會應繼
續齊心抗疫，配合政府防疫規限，防止疫情進一步擴
散，期望達至盡快通關。

宜因應局勢採不同措施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

源認為要收緊邊境檢疫、加強執法，以及加大罰則，
以控制境外輸入個案。他稱，全力支持特首就生日會
事件徹查有否任何人士涉及違法違規違紀行為，並從
嚴追究。

選委會界別立法會議員簡慧敏認為，政府應依據有
關法律賦予的權力，立即採取果斷行動，包括：正視
「外防輸入」海陸空方面的漏洞，從根本上徹底堵

塞，如：停止機組人員豁免檢疫；再大力提升全民疫
苗接種率和第三針疫苗接種率；未來兩天再有感染源
頭不明個案，應採納政府專家顧問意見進一步收緊社
交距離措施，包括在家工作和讓學生提前休農曆年
假；推出強制實名登記的 「安心出行」措施。當務之
急是堵截病毒在社區擴散。疫情受控並經認真徹底調
查後，必須嚴肅處理違規的企業和個人的法律責任。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正在竹篙灣檢
疫中心檢疫的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再次就生日會
事件致歉，承認在處理早前出席生日會的邀請上，
確實考慮不周，應當更加警惕婉拒邀請。民政事務
局副局長陳積志亦就出席生日晚宴敏感度不足致
歉。

徐英偉在網誌表示，在處理這個生日會邀請上，
確實考慮不周，當天完成工作直到晚上 9 時後才到
場祝賀，逗留至10時後便回到政府總部繼續批閱文
件。知悉宴會有初步確診者後，已第一時間向特首
辦報告，並配合衛生防護中心的調查工作。他形
容，現在回想，官員不是普通市民，對自己應該有
比一般人更高的要求，在抗疫的最緊要關頭，應當
更加警惕婉拒邀請。

徐英偉說，對今次發生的事非常抱歉，愧對市民

大眾的信任和期望，也損害了抗疫大局。他表示，
再一次說句對不起，日後一定會加倍審慎，緊記今
次的教訓，不會犯同樣的錯誤。他稱，願意承擔以
及彌補，承受該受的處理；並強調初心始終如一，
盼望痛定思痛後未來能加倍努力服務市民。當前最
重要的任務是必須團結一致，對付新冠病毒這個共
同敵人，堅決打贏疫戰。

陳積志稱必加緊警惕
陳積志亦就出席生日晚宴敏感度不足致歉。陳積

志發表聲明指本月3日晚曾出席一個宴會，但只作短
暫逗留，7時許已經離開，並有使用 「安心出行」及
入場時出示已經接種共3針新冠疫苗紀錄。在疫情嚴
峻期間不應該出席宴會，敏感度不足，他謹此致
歉，並汲取教訓，日後定必加緊警惕。

盡早切斷社區傳播鏈最重要
陳茂波表示，大家都希望疫情盡快結束，可惜與機

組人員相關的輸入個案，終究引發了第五波疫情，
Omicron變種病毒的迅速傳播，引發隱形傳播鏈在社
區擴散，威脅市民健康。

他指出，合力嚴防輸入、內防擴散，爭取盡早切斷
社區的傳播鏈，盡快讓大家回復正常生活出行及穩定
的營商環境，是整個社會的共同目標。每一個環節都
需要每個市民一起配合：戴口罩及保持衛生、全面主
動配合病毒檢測、全力呼籲親友接種疫苗、全面使用
安心出行程式。齊心抗疫，盡快讓生活復常、經濟復
原。目前本港仍有約兩成多的市民未接種第一劑疫

苗，政府已宣布增加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和公立醫院新
冠疫苗接種站的接種間，並增加人手以應付需求，他
呼籲市民更多關心親友並鼓勵對方接種。

將適切調撥資源支持各業
陳茂波提到，本地疫情以外，今年接下來還需要同

時面對多項外圍變數，包括外圍疫情發展、全球供應
鏈持續出現樽頸、燃料及大宗商品價格不斷上升，以
至美歐央行在持續通脹壓力下，開始調整其貨幣政
策，有關轉變可能觸發資金流向大幅變化，對各地資
產價格甚至實體經濟或會造成衝擊。這些都為本港今
年經濟帶來不確性和挑戰，也是今年財政預算案中就
今年經濟情況作出預測時，需要小心考慮、並作出適

當防範的因素。
他說，過去7個多月的市道氣氛及經濟表現已見起

色，但不幸目前出現第5波疫情且年關在即，對一眾打
工仔、商戶以至各行各業造成打擊，對整體經濟肯定
有影響，如何適切地運用及調撥資源作出適當支持，
將是其中一個需要不斷動態分析評估的焦點。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俗稱主教山配水
庫的前深水配水庫，去年底開放予市民參觀，發展
局局長黃偉綸昨日在網誌介紹，早前參加導賞團的市
民都滿意水務署的安排，配水庫很值得參觀，令市民
認識水務署以往的運作及水務建築的歷史；發展局會
研究配水庫的長遠保育和活化方案，讓市民享用這個
地方。

市民滿意導賞團安排
因應最新疫情發展，主教山配水庫現已暫停開放，

導賞團亦暫停，市民仍能透過水務署的360度虛擬導
覽，認識配水庫的歷史和特色。黃偉綸撰文介紹水務
署工程師如何在配水庫進行加固，籌辦導賞活動時翻

查大量配水庫的
資料及圖則，務
求導賞團達到最
佳效果。

古物諮詢委員

會去年6月的會議確認前深水配水庫為一
級歷史建築。水務署工程師／九龍區（供應
及保養）鄭凱兒表示，配水庫有多個值得欣
賞的地方，其圓形特性能以最短的周界達至
最大的面積，節省興建水庫牆身的成本；其
拱頂、拱券及支柱以仿羅馬土木工程方式建
造。紅磚拱券上承混凝土拱頂天花，下接
108條花崗岩石柱。這三種結構形態（即圓
形牆身、拱頂及拱券）在工程學上是非常有
效率的結構設計。

改善工程參考古蹟辦意見
為保持配水庫結構穩定，水務署向古物

古蹟辦事處就文物保育方面尋求意見後，
進行了多項臨時加固和整理工程，包括為
頂部有潛在鬆脫可能的混凝土板塊、磚拱
和其他有潛在危險的結構部分安裝臨時支
架；在拱頂有裂縫的地方安裝儀器，監察

裂縫的情況；裝設玻璃天
窗，保護外露部分免被風化

侵蝕，更可引入自然光和鮮風。另外，為配合導賞
團，水務署進行多項改善工程，如內部照明、通風
和消防設備、架高地台通道、便利進出設施、綠化

配水庫上蓋地面等。

港府研主教山配水庫長遠保育方案

陳茂波以 「齊心抗疫 盡快復元」 為題發表網誌，
呼籲市民配合政府抗疫。

前深水配水庫去年6月獲古物諮詢委員會確認為一級歷史建
築，其混凝土拱頂、紅磚拱券及花崗石柱，以仿羅馬土木工程方
式建造。

【香港商報訊】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新聞
發言人吳韜上校 9 日發布駐香港部隊新任司令員任
職消息指出，近日，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簽署命
令，任命武警部隊副參謀長彭京堂少將為駐香港部
隊司令員。南部戰區司令員王秀斌上將日前宣布了
這一任命。

新任駐香港部隊司令員彭京堂少將表示，將與駐軍
全體官兵一
道，堅決聽
從黨中央、
中央軍委和
習 主 席 指
揮，全面貫
徹 「一國兩
制」方針，
依法履行防
務職責，堅
決捍衛國家
主 權 、 安
全、發展利
益，堅定維
護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和
長治久安。

彭京堂任解放軍
駐港部隊司令員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長沙灣汝州西街
工業樓宇重建項目先導計劃、永康工廈改造工程竣
工，是市建局首幢以改造重設復修、活化再用的工廈
項目，上月起成為市建局樓宇復修部的辦事處。市建
局行政總監韋志成昨日在網誌介紹，這種創新的 「局
部改造」方案，取代 「全幢改造」，將改造工程帶來
的支出和運作影響減至最低。

市建局2013年向永康工廠大廈業主發出收購建議，
但經4年努力仍只收購到67%業權，2018年決定終止重
建，以 「樓宇復修」及 「改造重設」方法，改善這幢工
廈外、內結構及消防安全，提升屋宇配套設施的水平。

韋志成表示，過程中部分業主對全幢改造的方案
感到憂慮，擔心工程期間須暫時搬遷，影響業務運
作；若然全幢改造，除須攤分涉公用地方的工程費
用，還要支付自己單位內的工程費，造成經濟負
擔。

活化後辦公室呎價升逾倍
市建局提出創新的 「局部改造」方案，市建局全數

支付公用地方的改建和優化工程，市建局持有的單位
會改造成辦公室用途；其他廠戶持有的單位，維持原
有用途和營運，不用作內部改造，令廠戶不用支付改
造費，亦不用搬遷，將推展工廈改造工程帶來的支出
和運作影響，減到最低。

活化後的單位由工業用途變成辦公室，每平方呎價
逾1.1萬元，較改造前約5000元增加一倍多；以每個
上層單位面積約3100平方呎計，每個單位的物業價值
增加約2000萬元，而單位的市場租值亦隨物業增值和
環境設施改善而有所提升。因此，改造單位所創造的
物業增值甚具效益。

韋志成希望，今次項目可起牽頭和示範作用，從工
程規劃、施工方案、配合相關法規等不同層面，與政
府、專業機構以至工廈業主分享經驗。

彭京堂少將任駐港部隊司令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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