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據《破產條例》（第6章）第6A(1)(a)條作出的法定要求償債書
緊隨法院的一項判決或命令而須立即償付的經算定款項的債項

法定要求償債書

本法定要求償債書可循㆘列途徑索取或查閱︰

姓㈴︰李泰林

電話號碼：9715 0652

現㈵通知：債權㆟李泰林，(㆞址：㈨龍樂民新邨樂德樓C座1107

室)發出本法定要求償債書

致 ： 陳劍明

㆞址 ： 1) c1o Best Link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Limited, 

Block 2, G/F., Yonking Garden, 260 Tsing Chuen 

Wai,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2) ㈨龍㈨龍灣彩福邨彩樂樓304 室    

㆞址：㈨龍樂民新邨樂德樓C座1107室

參考編號︰PBP/00060/2021 VYU/ASLCHAN (INS)

㉂本公告首次刊登的㈰期起計，你只㈲21㆝的時間，之後債權㆟便

可提出破產呈請。㉂該㈰期起計，你只㈲18㆝的時間向法庭申請把

本要求償債書作廢。

法定要求償債書乃重要文件。本公告在首次刊登當㆝即視作已向你

送達論。你必須在本要求償債書送達給你起計的21㆝內採取處理行

動，償付債㊠或與債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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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本法定要求償債書作廢的理

由，則應㉂本文件送達後18㆝內向法庭申請。如你對㉂己的處境㈲

任何疑問，應立即徵求律師的意見。

債權㆟要求你就㈸㈾審裁處申索書編號LBTC2750/2021於2021年

8㈪6㈰所作的裁斷償付債㊠45,000.00元，該筆債㊠現已到期。

恒大旗下兩公司股權
被法院凍結

責任編輯 蔡清偉 陳秉植 美編 張亞榮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A5產經
2022年1月13日 星期四

新聞

深港交易所再簽合作協議

本版觀點僅供參考 據此入市風險自擔

金價上半年
有望升破1912美元

漫步
人生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港交所(388)昨與深圳證券交易所簽署一
項戰略合作補充協議，以加強兩地市場的 「互聯互通」 ，共同推進建設粵港
澳大灣區，同時藉合作優化 「深港通」 。港交所和深交所將定期就 「滬港
通」 和 「深港通」 的發展、指數及衍生產品開發、內地和香港跨境監管動態
等議題，舉辦論壇和研討會等推廣活動。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鶴報道：據內地媒體報
道，中國恒大(3333)旗下兩間公司股權被法院凍結，
其中恒大地產集團貴陽置業的7.57億元(人民幣，下
同)股權，被貴陽市雲巖區人民法院凍結，涉及90%
股權，凍結期限為本月6日至2025年1月5日。

據報，遭凍結的公司成立於2007年11月13日，法
定代表人為趙騰飛，註冊資本8.41億元，經營範圍包
括房地產開發經營、室內裝飾等，餘下股權由廣州市
鑫源投資持有。另外，有報道指，恒大地產集團所持
貴陽恒大雲景房地產開發，涉及2000萬元股權被同
一法院凍結，凍結期限同樣至2025年1月5日。

至於融創中國(1918)於內地持有的3間公司股權亦
被法院凍結。不過，午後即指事件是與業務夥伴就商
業合作產生的小糾紛，已經解決問題。

據外電引述銷售文件指，融創中國相隔兩個月後再配
股，擬以先舊後新配售3.9億股股份，每股配售價10
元，即較昨日收市價折讓約15.3%，集資約39億元。

深港通累計成交41.9萬億

花旗：今年港股可看高一線

港交所行政總裁歐冠昇表示，香港和深圳都是首
屈一指的金融中心，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內金融
市場發展發揮關鍵作用。他續指出，粵港澳大灣
區是全球經濟發展最快和科技創新最活躍的一片
熱土，港交所很高興能夠和深交所提升戰略合作
關係，共同開創粵港澳大灣區的美好明天，期待
與深交所繼續攜手不斷優化 「深港通」機制，再
創佳績。

歐冠昇：期待「深港通」不斷優化
此外，根據補充協議，港交所和深交所也將開展互

派人員交流及短期培訓合作，以進一步增進雙方市場
發展以及營運情況的了解。

港交所與深交所於2009年4月8日簽訂合作協議，

此次簽訂的協議為其補充協議。這也是繼去年8月底
港交所與廣州期貨交易所簽署諒解備忘錄開拓戰略合
作關係之後，港交所再一次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的交
易所簽署金融合作協議。

另外，港交所昨與深交所舉辦題為 「創新合作、聯
接全球」的跨境投資推介會，向境內外機構介紹 「深
港通」和內地的投資機遇。

香港和深圳在金融的 「互聯互通」從2016年12月5
日開通的 「深港通」起步，至今已逾5年。截至去年
12 月 5 日 「深港通」累計成交額達 41.9 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年均增長94.5%。其後， 「跨境理財通」
於去年10月19日開通，其中 「北向通」和 「南向通」
各設1500億元單邊總額度，額度由香港和澳門共用；
投資者個人額度為100萬元。

美聯儲將採取更激進的措施遏制通
脹，包括可能提早在3月加息，之後或開
始縮減其8.8萬億美元的資產負債表。

根據美國勞工部於本月10日公布的消
費者價格數據，去年12月CPI飆升6.6%以上，高於
10月的6.2%，略低於11月的6.8%，但仍是1980年以
來最大的上漲之一。

美國銀行早前發表報告指出，美國通脹的最高水
平還遠未來到，根據1980年代的CPI衡量方法，在
過去12個月美國經歷了兩位數以上的通脹。有專業
團隊經過計算發現1月7日10年期美國國際收益率為
1.73%，該月度通脹率(6.8%)調整後，美債名義收益
率為負5.07%左右，處負值區間已經持續46周。高通
脹及負利率的情況，估計將會持續一段長時間。

美國之所以放任美債實際負利率的原因是因為零
利率將幫助美國管理其債務負擔，維持一定的通脹
率更會降低債務發行的成本，意味美國債權人持
有的債務資產將會被貶值，這相當於美國債券市場
出現 「隱形違約」。

2020年8月現貨金價曾經高見每盎司2075美元，
在2021年3月份最低回落到每盎司1676美元。在過
去一年，現貨金價基本上整固在每盎司1676至1912
美元的區間內。

筆者預期現貨黃金在2022年上半年有機會突破去
年的高位每盎司1912美元，回試每盎司1965至2075
美元。美國政府從來都不希望見到黃金牛市出現，
故此，黃金市場中最大的沽壓是來自美國的大戶，
黃金超級大牛市要等待美國國力衰退、美元霸權崩
潰後才會出現！ 國投證券首席投資總監 史理生

(Reasonsee3@hotmail.com)
(逢周四刊出)

香

港

商

報

廣

告

效

力

宏

大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盈雪報道：港股昨日顯著
造好，重上24000 點水平。恒生指數午後升幅進一
步擴大至逾 600 點，最終以全日高位收市升 663.11
點，報24402.17點，修復50天平均線，為自去年11
月25日以來的收市高位，全日主板成交額增至1536
億元。

花旗銀行財富管理業務高級投資策略師陳正犖表
示，內地對科技企業等監管政策趨向穩定，資金也回
流股市。從政策面、估值及技術三方面來看，相信有
望支持港股今年表現。其中恒指市帳率跌至1.1倍，
低於10年平均數，因此估值吸引。

花旗銀行投資策略及環球財富策劃部主管廖嘉豪
也指，今年對內地及香港股市不會太悲觀，相信港
股表現可看高一線，該行維持年中恒指目標 26000

點，以及年底目標28000點。

新經濟股成升市火車頭
昨日市況，新經濟股成升市火車頭，被大行唱好

的京東(9618)大升近 11%；美團(3690)升 9%；快手
(1024)、嗶哩嗶哩(9626)及網易(9999)升 6%；騰訊
(700)、阿里巴巴(9988)及小米(1810)分別升 4%、5%
及3%，微博(9898)股價創上市新高，曾見270元，收
市升 3%。恒生科技指數升 280 點，升近 5%，收報
5899點，創一個月收市高位。

中海油(883)計劃回購及表明未來數年派息情況，
股價一度急升11%，收市升近7%。另外，據報友邦
保險(1299)考慮出售澳洲部分壽險資產，股價重上
80元，升逾3%。

【香港商報訊】法興證券上市產品銷售部副總裁
蔡秀虹指，去年窩輪成交金額及佔比重新超越牛熊
證，窩輪日均成交額達107億元，按年上升19.5%；
牛熊證日均成交額約88億元，按年跌4.7%。惟整體
輪證市場成交額按年微升6.8%，佔大市成交比例微
跌至 11.7%。同時，去年輪證新上市產品數目創新
高，全年接近6萬隻，個股的輪證市場焦點仍集中於
科技板，其中騰訊(700)、阿里巴巴(9988)及美團
(3690)窩輪成交合計佔40%。

法興證券上市產品銷售部董事周翰宏表示，今年
大市有機會是轉勢年，首季波幅預料較大，預期今
年輪證市場成交額將會連續三年上升，總成交額佔
比料增至15%，預計ATMX輪證產品上市數量略為
回落約5%。

港交所與深交所簽訂戰略合作補充協議，推進大灣區建設。 資料圖片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鶴報道：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昨在中國日報社主辦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廣州)論壇暨新時代大講堂上視像致辭時表示，香
港在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基礎上，加強與大灣
區各個城市的互聯互通，以優勢互補、互利共贏
的精神，尋求政策創新和突破，在 「硬聯通、軟
聯通、心聯通」三方面都取得豐碩成果。

讓更多港青走進大灣區內地城市
「心聯通」方面，林鄭月娥指特區政府特別注

重加強香港青年通過大灣區增強對國家的向心
力，推出不同針對青年發展的計劃，讓港青有更
多機會親身走進大灣區的內地城市，探索在更大
舞台一展所長的機會。

設施的 「硬聯通」方面，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
府正進一步完善跨境陸路交通，包括與深圳市政府
共同推動皇崗口岸重建，實施 「一地兩檢」安排。
她又指出，過去數年多項重大跨境基建相繼落成，
包括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港珠澳大橋和蓮塘/香園
圍口岸等，大大促進區內基礎建設的互聯互通，也
穩步推進大灣區 「1小時生活圈」的構建。

「軟聯通」方面，林鄭月娥稱，多項政策的創新
和突破，促進了大灣區內規則和機制對接，利便人
流、物流、資金流進一步便捷流通，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領導小組大力推動一系列重大及創新的政策措
施，包括稅務優惠、進一步開放金融、法律、建築
及相關工程等服務貿易市場、科技經費 「過河」、
「港澳藥械通」、 「跨境理財通」等。

林鄭：推動灣區
硬聯通軟聯通心聯通

窩輪牛熊證成交
去年升6.8%

林鄭表示，香港將加強與大灣區各個城市互聯
互通，以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精神，尋求政策
創新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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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会议通知及文件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通过邮件或传
真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14 人，实际
参加会议的董事 14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会议
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 关于参股设立重庆常安创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联董事朱华荣先生、张博先生、刘刚先生、周开荃先

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于董事会前对本关联交易事项给予了认可，同

意提交董事会讨论。会后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上的《关于参股设立重庆常安创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的关联交易公告》（公
告编号：2022-03）。

议案二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总裁提名，聘任张晓宇先生、王孝飞先生为公司副总

裁，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如下：
张晓宇先生，公司副总裁，现任产品开发二部总经理。

1979 年 4 月出生，汉族，江西九江人，正高级工程师，
2007 年 9 月参加工作，初始（现）学历为研究生，工学
博士学位，天津大学动力机械及工程专业毕业。曾任长安
动力研究院英国研发中心副总经理、总经理，动力研究院
副总经理、公司 H13T 项目总监、NE 系列动力总成项目
总监、动力研究院总经理。截至目前，张晓宇先生持有公
司 A 股限制性股票 191,240 股。

王孝飞先生，公司副总裁，现任欧尚汽车事业部总经理。
1982 年 4 月出生，汉族，四川富顺人，工程师，2005 年 8
月参加工作，初始（现）学历为大学，工学学士学位，清
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曾任商用车事业部规划
运营部产品策划经理、商用车事业部产品副总监、欧尚汽
车事业部产品部副总监，乘用车营销事业部副总经理、产
品营销总监，产品策划部副总经理。截至目前，王孝飞先
生持有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 132,300 股。

以上人员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曾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
情形；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
求的任职资格。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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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长李
颜章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李颜章先生因到龄即将退休辞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
事长、董事职务，以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按照《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李颜章先生辞任董事长、董事职务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
法定最低人数的要求，不会影响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其辞任自报告送达公司董事
会时生效。在新任董事长未产生期间，由公司副董事长履行相应职责。

李颜章先生在任职期间，认真履行职责，勤勉尽责，充分行使职权，为公司规
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此，公司董事会对李颜章先生所做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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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预计 2021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

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237,656 万元到 277,656 万元，同比增加 561 % 到 656%。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1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

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237,656 万元到 277,656 万元，同比增加
561% 到 656%。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
据）相比，将增加 244,315 万元到 284,315 万元，同比增加 4297% 到 5001%。

（三）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344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685 万元。
（2）每股收益：0.20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公司 2021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主要

由于 2021 年公司化工产品下游需求较好，主要产品市场价格同比涨幅较大，公司
近年来不断优化精益生产、推行降本增效等措施，使生产装置持续稳定运行，公
司管控水平及运营效率不断提升所致。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

计后的 2021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月 13 日

【香港商報訊】香港金融管理局昨日發布關於加密
資產和穩定幣的討論文件，邀請業界和公眾就有關的
監管模式提出意見。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強調，局方會
在該範疇制訂一個風險為本、務實和靈活的監管制度。

文件闡述金管局就加密資產的構思，尤其是用作支
付用途的穩定幣監管模式。局方稱，有關模式參考國
際建議、本地和其他主要地區的市場和監管情況，以
及用作支付用途的穩定幣的特點等。另外，金管局在
討論文件中，以問與答的形式聚焦一些議題，促進持
份者分享意見。

余偉文表示，加密資產的迅速發展，尤其是穩定
幣，是國際監管機構關注的課題，因其可能為貨幣和
金融穩定帶來風險。他續表示，局方一直密切留意相
關發展，希望主動向業界和公眾分享想法，歡迎持份
者提出意見。

金管局邀眾討論
加密資產監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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