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 請 酒 牌 續 期 公 告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現㈵通告：陳子威㆞址為㈨龍麼㆞

道66號尖沙咀㆗心㆞㆘㆖層UG23-28, 

30及61-63號舖，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

㈨龍麼㆞道66號尖沙咀㆗心㆞㆘㆖層

UG23-28, 30及61-63號舖OUTBACK 

STEAKHOUSE的酒牌續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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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酒牌局㊙書收。

㈰期：2022年1㈪13㈰」

OUTBACK STEAKHOUSE

Date : 13 January 2022"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an Tsz Wai 
of UG/F, Shop Nos. UG23-28, 30 & 61-63, 
Tsim Sha, Tsui Centre, 66 Mody Road,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OUTBACK 
STEAKHOUSE situated at UG/F, Shop 
Nos. UG23-28, 30 & 61-63, Tsim Sha, 
Tsui Centre, 66 M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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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OUTBACK STEAKHOUSE

責任編輯 莊海源 吳業康 美編 曹俊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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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控制疫情為港頭等大事

特首強調「通關」有期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本

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昨日新增22宗新
冠肺炎確診個案，其中17宗屬輸入個
案、4宗與輸入個案有關連個案、1宗源

頭不明個案，至今本港累計確診個案共有13002宗。此外，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表示，眼前頭等大事仍然是盡最大努力穩控因Omicron變種病毒引發的
疫情，強調 「通關」 有期。

議員議助齊齊
打第三針疫苗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政府各部門就
各種與疫情相關的情況作出應對措施。公務員事務
局昨向各政策局及部門發出指引，鑑於本地疫情發
展，由今日起至下月4日，政府僱員實施特別工作
安排，將會透過分組及輪更，安排部分員工在家工
作。局方又建議，部門首長透過預約、派籌等措
施，及呼籲市民以郵寄或網上方式遞交申請，減低
政府辦公室人流。

分組免因確診癱瘓部門
據指引表示，大前提是要大致維持公共服務，在

家工作安排只適用於並非參與防疫工作的僱員。局
方要求各政策局或部門，把員工分組，萬一有僱員
確診，不會令整個組別或部門運作停頓。部門首長
亦有酌情權按個別情況，容許個別員工在家工作，
例如懷孕或患嚴重慢性病的僱員。

另一方面，政府宣布由本周五（14日）起，市民
可以預約在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和九龍灣體
育館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免費接種復星疫苗，2
間中心由本月21日起提供接種服務。

為進一步鼓勵和方便長者接種新冠疫苗，衛生署
轄下12間長者健康中心今日起擴展新冠疫苗接種服
務，為所有65歲或以上人士即場接種科興疫苗，無
須預約；同時將每天的接種時段延長，並新增星期
六上午的接種時段。連同現時已提供相關服務的3
間長者健康中心，署方轄下將共有15間長者健康中
心為長者提供即場接種服務。

鯉魚門檢疫中心再啟用
衛生署表示，天水圍新都綜合醫務中心於本月2

日及4日，分別為12名及24名市民接種解凍第31天
及第33天的復星疫苗，超出建議使用日期後的數小
時及2天。36名受影響市民中，2人報稱腸胃不適，
1人於急症室求診後正康復中，1人現正留院觀察，
情況穩定。署方引述復星醫藥的回覆指，沒有資料
顯示因使用過期疫苗而出現不良反應，為謹慎起
見，署方建議受影響市民完成整個疫苗療程後進行
抗體水平測試，以確定有效性。

此外，政府宣布本月17日起，香港海景絲麗酒店
將用作新冠病毒陽性檢測個案的密切接觸者檢疫酒
店。因應近日陽性檢測個案急劇上升，以致入住檢疫
設施的密切接觸者人數大增，除竹篙灣檢疫中心外，
政府已啟動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和3間檢疫酒店；亦
正籌備重啟八鄉少年警訊永久活動中心和西貢戶外康
樂中心，以接收密切接觸者及其家居接觸者。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屯門懷疑有新冠
病毒隱形傳播鏈，當局昨日起在區內設10個檢測點便
利居民 「願檢盡檢」，不少居民早上到社區檢測中心
排隊，多個檢測點大排長龍，有長者輪候數小時仍未
能檢測，也有市民要去其他地區檢測。有檢測點承辦
商表示，檢測量已近飽和，政府應考慮增加檢測點及
物色更多承辦商做檢測。

市民可到其他地區檢測
位於屯門兆麟社區會堂的社區檢測中心，多名市民

昨早7時已到場排隊，人龍沿兆龍街等候，隊尾到兆
麟苑，亦有人帶同椅子到場排隊。有市民表示已排隊
數小時，感到又累又凍，認為等得太耐，希望檢測中
心可以開放更多預約名額，並安排關愛隊方便長者輪
候，未來會考慮到其他地點做檢測。

其中1名女長者表示，曾到過友愛商場食肆而要做
檢測，她已輪候一段時間，本來替兒子照顧
孫兒，因仍未完成檢測，兒子要請半日假；
另有長者稱排隊等到腰骨痛，希望可以改善
排隊安排。

政府宣布，經檢視後，決定延長屯門區檢
測點的服務日期及時間。其中，大興社區會
堂、青田遊樂場、新和里遊樂場、蝴蝶灣社
區中心的檢測點，開放日期延長至本月 16
日；龍逸社區會堂開放日期延長至本月 18
日。

馬會暫停屯門2投注站
承辦商之一、相達生物科技董事長招彥燾

表示，他們營辦屯門區其中 6 個檢測
點，昨日的採樣人手已增加 3 倍至 40
人，相信檢測量接近飽和。他指出，
檢測市民大排長龍，問題在於場地有
限，如果情況沒有太大改善，政府除
要考慮增加採樣點及檢測承辦商，亦
應呼籲有行走能力的市民到其他地區
做檢測。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說，鑑於
屯門區市民 「排長龍」等候做檢測的
情況，建議政府再增加檢測站，並按
「安心出行」的數字，評估有幾多人

需要做檢測，從而增加相應檢測站。他認為，屯門居
民不一定要在區內做檢測，可以到其他地區，如元
朗、九龍等。

另外，香港賽馬會表示，鑑於屯門區的疫情非常嚴

峻，決定暫時關閉位於屯門市廣場及屯門建榮街的場
外投注處，至於其他場外投注處，將於各日馬賽事日
暫停開放，而於夜馬賽事日則由中午12時至傍晚6時
開放，直至另行通知。

會對違規機組人員調查懲處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立法會大會回覆議員質詢時表

示，Omicron 沒有在本港出現幾何式爆發，香港每
100 萬人口中的確診個案是 1754 宗、死亡個案是 28
宗，只是全球平均的4%。她認為這些都是策略的成
功，以及前線工作人員的努力，因此不能形容香港抗
疫不力、錯漏百出；她強調目前沒有到達採取 「宵禁
令」等很絕對措施的地步。對於有指國泰機組人員
「客機去、貨機返」，林鄭月娥強調，一定會就涉事

機組人員進行深入調查和懲處，向公眾交代。
她又指，本港與內地 「通關」不是遙遠無期，已經

「九九十十」，若香港14天沒有本地個案，就會有希
望，但這需要全港市民一起努力，盡快遏止Omicron
變種病毒在社區擴散。

楓林花園添垂直傳播病例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表

示，在22宗確診個案中，20宗懷疑感染Omicron、另

有1宗帶有L452R。其中源頭不明的個案患者是竹篙
灣檢疫中心保安員，她是中國海外物業服務公司的合
約員工，最後上班日期為1月11日。她居於屯門寶田
第3座，已接種2劑科興疫苗。她在工作時要解答
檢疫人士的問題，通常隔窗口並無直接接觸；當局
會進行全基因分析，以尋找感染源頭是否與竹篙灣或
屯門相關個案有關。

其餘4宗相關個案方面，患者包括東亞大藥房群組
的11歲男童及45歲女子；居於安寧花園，早前印傭
確診的30歲男僱主、大埔美新大廈5D室亦再增1人
確診。

初步確診個案方面，北角楓林花園3期B室再多2名
住戶初步確診，2個單位的住戶互不認識，相信是垂直
傳播感染病例。患者包括1名83歲女子，是日前確診
52歲男子的家人，她曾去過附近的百佳、惠康。樓上1
個B室單位32歲男住戶亦初步確診，他是1名裝修工
人，1月9日開始不適，1月5日至8日去過幾個屋苑裝
修，分別是大潭紅山半島、北角百福花園、啟德1號2
期，同一時間其他同場裝修工人都無戴口罩，亦有業

主在場，曾去過相關單位的人士都要檢疫。

袁國勇倡「雙口罩」加強過濾
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昨日到楓林花園3期視察後表

示，相信大廈有垂直傳播，大廈B單位坐向的居民需
要撤離到檢疫中心檢疫。他指出，9樓B單位戶主從
來沒有灌水入廁所地渠，導致U型隔氣管乾涸，帶病
毒的空氣容易進入屋內，加上該大廈外牆正在進行工
程維修，戶主經常關上窗戶，空氣不流通，令病毒留
在單位，感染機會增加，但暫時未有證據顯示北角有
隱性傳播鏈。袁國勇又建議市民戴2個外科口罩，增
加過濾能力。

另有1名20歲男大學生初步確診，他於1月4日傍
晚曾到過銅鑼灣希慎廣場14樓的牛氣，根據資料顯示
曾有個案在當晚到訪，兩者有 「互相交叉」時間，可
能因此感染，當局正檢查餐廳的換氣量是否足夠，張
竹君呼籲在1月4日晚上7時41分後曾逗留牛氣的市
民要聯絡衛生防護中心及接受檢測。該名大學生曾到
灣仔及上環 「心事如塵茶食亭」做兼職，1月6日在灣
仔分店，1月4日在上環分店，1月9日亦曾到旺角朗
豪坊商場、金雞廣場等地。

男大學生初確疑現「交叉感染」
1名居於油塘的19歲學生同樣初步確診，他是鄧鏡

波書院中六學生，平日在家或中央圖書館讀書。他是
早前確診個案的家人，但並非同住，料因此確診，而
該個案另有1名家人亦初步確診。

此外，因應初步陽性檢測個案，可能涉及變異病毒
株，政府昨晚7時同時對油塘崇山街8號曦臺1座及香
港仔漁光道68號石排灣碧朗樓發出強檢令，有關人
士需要留在處所並接受強制檢測。

屯門檢測點排長龍 承辦商倡再增場地

旅界憂抗疫無了期促加大支援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新一屆立法會
昨日舉行首次大會，當局安排外展隊為議員、議員
助理及職員接種第三劑科興疫苗。立法會主席梁君
彥表示，希望藉立法會的 「快閃」打針活動，鼓勵
市民接種第三針，保護自己及家人，令本港盡快走
出第五波疫情。

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早在立法會舉起 「全城起動，
快打疫苗」、 「護己及人，齊打疫苗」、 「打多一
針，更加安心」等紙板，並拍攝大合照，呼籲市民
盡快打針，整個合照及發言程序僅在數分鐘內完
成。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民建聯主席李慧及部分
新上任議員都有出席，部分議員完成立法會會議
後，下午接種疫苗。

梁君彥表示，雖然Omicron變種病毒肆虐，議員們
是在保持社交距離的情況下，進行保持距離形式的 「快
閃」合照，又呼籲市民不要再猶疑，盡快打第三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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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DO  YEUNG  C. P. A. LIMITED

畢杜楊會計師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皇后大道㆗340號
            華秦國際大廈18樓

：(852)2581 2828電話
：(852)2581 2818傳真
：enquiry@butdoyeungcpa.com電郵
：香港德輔道中300號華傑商業中心19樓地址
：(852)2520 2727電話
：(852)2520 2336傳真

证券代码： 600190/900952    证券简称：锦州港/锦港B股     公告编号：临2022-002
债券代码：163483                 债券简称：20锦港01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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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2年1月12日收到公司董事贾
文军先生的辞职报告,贾文军先生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及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贾文军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贾文军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
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贾文军先生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完成董事补选工作。

公司对贾文军先生在董事任职期间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其做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

特此公告。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1月13日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
報道：為方便由內地及澳門經
轉碼短暫訪港而未開設 「香港
健康碼」（ 「港康碼」）帳戶
人士，香港特區政府新增 「港
康碼」自動開戶服務。

當 入 境 香 港 人 士 以 廣 東 省
「粵康碼」或澳門 「澳康碼」

轉碼到香港衛生署的電子健康
申報平台入境香港，轉碼資料
將同時傳送到 「港康碼」系

統。系統會自動為有關入境人
士開立預設 「港康碼」帳戶，當
恢復內地與香港人員正常往來
後，他們可使用該預設帳戶將
「港康碼」轉換回 「粵康碼」。
據介紹，預設 「港康碼」帳

戶有效期為30天。用戶可通過
「港康碼」系統中 「更改用戶

資料」功能補充居住地址資
料，並成功通過住址核實，可
將預設帳戶轉換為常帳戶。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本港爆發新一輪疫
情，隨政府收緊防疫措施，各行各業均受衝擊，當局同
時也宣布推出第5輪防疫抗疫基金，以紓解受影響行業。
其中，旅遊業界昨日召開記者會，指出業界已經冰封 2
年，支援是刻不容緩。

旅巴業務已停運近2年
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徐王美倫表示，歡迎政府宣布即將

推出第5輪防疫抗疫基金，但擔心新一輪疫情爆發下，離
「通關」更遠，行業復蘇無期，過去幾輪資助只是 「杯水

車薪」，希望今次加大力度，向每間旅行代理商發放一筆
15萬至20萬現金，同時涵蓋旅遊巴司機等。

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執行總幹事李漢城稱，業界原本預計
農曆新年 「Staycation」的入住率能達九成，但最近不少客
人主動取消預約，大量婚宴亦要取消，預計生意會大幅下

跌，業界現時約有2萬名員工，擔心如農曆新年後疫情持
續，會引發新一輪失業潮。

香港旅遊促進會及香港非專利巴士聯會指出，旅遊巴士
業務停運近2年，負責本地觀光及跨境的非專利巴士已到
生死存亡關口，學校巴士亦受停課影響。業界期望今輪防
疫抗疫基金能支援巴士業界。

勞聯籲直接津貼僱員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則指，目前是 「疫情未能清

零，但業界業務清零」，希望當局改善過往發放資助的行
政問題，加快發放，確保受影響人士盡快收到補貼。

另一方面，勞聯同日亦召開記者會稱，過往幾輪基金集
中支援企業老闆，大部分打工仔未能受惠，建議直接支
援僱員，向受影響行業的員工發放一筆過 9000 元津貼，
設立失業援助金等恒常支援措施，又建議在疫苗接種中

心及檢測中心開設更多臨時防疫職位，聘請失
業員工。

「港康碼」增自動開戶服務

政府部門僱員今起
有限度在家工作

屯門新和里遊樂場大批市民排隊等候檢測。 記者 馮俊文攝

立法會議員一同呼籲市民接種疫苗。
記者 蔡啟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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