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警務處

刑事罪條例第200章

樓宇擁有人或租客：

 警務處處長

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 史堅偉 代行 ) 

(1)任何人於任何時候－(由1990年第69號第3條修訂)

現特地通知你，位於新界元朗青山公路元朗段207號2樓前座，以
下簡稱 (上述樓宇)，你身為該處所的擁有人或租客，上述樓宇曾用作違
反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 (以下簡稱上述條例) 第153A(1)(a)條
例所列之罪行，即是上述條例內的第139、143、144及145條所列的罪
行。

請注意上述條例第153A條例第(1)(b)段及第153A(2)(a)段的內容。
倘若任何人士如違反上述罪行，在罪名成立的日期後第四個月起計至
十六個月為止的期間內，在上述樓宇的全部或其中一部份再次發現違
反上述條例第139，143，144或145條所列的罪行(列於附件)及被裁定罪
名成立，將會向上述樓宇發出一個封閉令而上述樓宇會被關閉及封鎖
六個月。

 (a)將任何處所、船隻或地方經營作賣淫場所﹔或

 即屬犯罪－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一日，陳素珍就因在上述樓宇干犯管理賣淫
場所違反本條例第139(1)(b)條而被裁定罪名成立(屯門法庭檔案編號 
TMCC 401/2021 )。

第139段 (經營賣淫場所)

 (i)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後，可處監禁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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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後，可處監禁十年。

 (由1978年第1號第6條增補。 由1997年第31號第12條修訂)

 (b)如處所全部或部份已用作賣淫場所，故意參與讓其繼續作此用途，即
屬犯罪，一經循公訴定罪，可處監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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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被裁定本條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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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1990年第69號第三條增補)

第143段 (出租處所以供作賣淫場所)
(1) 任何人身為處所的擁有人或租客或其代理人－(由1990年第69號第3條修

訂)
 (a)將處所全部或部份出租, 而知道其全部或部份將經營作賣淫場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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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990年第69號第3條增補)
 (由1978年第1號第6條增補。 由1997年第31號第13條修訂)
第144段 (租客等准處所或船隻經營作賣淫場所)
(1) 任何人－(由1990年第69章第3條修訂)
 (a)身為處所的租客、 佔用人或掌管人，准許或容許處所全部或部份經營

作賣淫場所﹔或
 (b)身為船隻的船東、 船長或其他掌管人，准許或容許船隻全部或部份經

營作賣淫場所，
 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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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1978年第1號第6條增補。  由1997年第31號第15條修訂)

 (b)身為船隻的船東、船長或其他掌管人，准許或容許處所全部或部份經
常用作賣淫，

 (a)身為處所的租客、佔用人或掌管人，准許或容許處所全部或部份經常
用作賣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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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第145A條即行適用。 (由1990年第69號第3條增補)

 則第145A條即行適用。 (由1990年第69號第3條增補)

第145段 (租客等准處所或船隻用作賣淫)

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七年。
(2) 凡－

(1) 任何人－(由1990年第69號第3條修訂)

 (由1978年第1號第6條增補。  由1997年第31號第14條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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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
第153A(1)(b)(ii)(B)所發出之通告

為應對疫情升溫，港府較早前公布第五輪防疫抗疫
基金。陳茂波指，除了過去合共五輪防疫抗疫基金的
支援措施，他於過去兩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推出了逾
1000億元的逆周期措施，包括減免政府的各項收費、
稅務及差餉寬減、電子消費券計劃、百分百擔保中小
企及個人特惠貸款計劃等，發揮資源運用的槓桿效
應，藉以緩解經濟下行及疫情對市民、打工仔和企業
帶來的痛感和壓力。

今年度財政狀況遠比預期理想
不過，港府的逆周期措施，勢必導致財政儲備減

少。陳茂波回應指，儘管這會令部分人感到憂慮，但
香港經濟一直擁有高度的韌力和靈活性。以去年的情
況為例，只要疫情持續穩定受控，內地和外圍經濟環
境正面，香港的經濟活動得以比較有力的恢復，對政
府財政收入提供了有力支持，令即將完結的財政年度
的財政狀況，遠比預期理想。

陳茂波又指，雖然過去一年，環球疫情反覆不斷，
但本港經濟去年仍估計按年增長6.4%，結束連續兩年
的萎縮，金融體系運作亦維持穩健，發展良好。他表
示，將致力開拓和創造更多的發展機遇和空間，同時
全力做好防範，在 「求進」的同時 「求穩」，發展及
維護本港經濟和金融市場，相信只有這樣做，香港才
能在變幻莫測的環境中穩步向前。

須警惕變種病毒對經濟影響
陳茂波談到，過去多年來建立有效的監管架構制

度，支持 「穩中求進、以進促穩」的發展方向，獲得
了國際機構的認同；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政經大環
境，及疫情反覆帶來的衝擊，港府今年的經濟環境保
持正面基調的同時，也必須保持審慎、格外警惕，特
別是新冠肺炎病毒一再出現變種，不能低估其可能造

成的影響。
陳茂波強調，香港全社會必須齊心協力，全力配合

控疫、抗疫和防疫的工作，力求達致 「動態清零」的
目標。展望下月底公布的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他指，過
去數十場的諮詢會當中，收集很多不同的意見，要小心
做好平衡，在兼顧支援疫情影響的同時，也必須致力推
動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在維護金融穩定和促進發展
的時候，促進經濟發展的包容性及可持續性。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
道：新冠肺炎第五波疫情越演越
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發表網
誌表示， 「在推動經濟復蘇上，關
鍵一步是全力管控疫情」 ，面對世
紀疫情時，港府有必要推出逆周期
措施， 「穩住經濟、穩住信心」 ；
他又引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的報告稱，港府果斷而迅速的財政
措施，有效減輕衝擊，從而支撐經
濟逐步復蘇。

財爺：有必要推逆周期措施
全力管控疫情是經濟復蘇關鍵

責任編輯 蔡清偉 陳秉植 美編 張亞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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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灣映築加推68伙
折實入場費654萬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健鑫報道：恒地(012)及市
建局合作的長沙灣青山道新盤映築，上周六(22日)
進行首輪銷售，涉及138伙，全數為兩房戶型，實
用面積由322至337平方呎，折實售價由621.2萬元
起，已全數售出。發展商昨日加推4號價單共68伙
應市，實用面積由322至377平方呎不等，折實入場
費654萬元起。

另外，由嘉里(683)及信置(083)等合作的港鐵黃竹
坑站港島南岸第二期揚海，上周六進行新一輪銷
售，以價單形式發售123伙，單日沽出21伙，套現
逾5.8億元，其中花園特色戶幾近沽清。此外，項目
由首輪推售至今，累計已沽出483伙，佔全盤單位
逾八成，總銷售額約116.6億元。

疫情影響樓市氣氛轉淡
至於二手樓市方面，中原地產十大屋苑過去周末

錄得 9 宗成交，較前周末減少 1 宗或 10%，零成交
屋苑增加至5個。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
總裁陳永傑表示，年近歲晚，加上本港第五波疫情
嚴峻，樓市無可避免受到影響，不少買家及業主陸
續放慢步伐，甚至提早 「收爐」，樓市氣氛轉淡。
過去周末十大屋苑交投僅跌10%，表現不算太差。
買家入市意欲仍高，仍有不少買家積極趁疫情尋覓
筍盤，只要業主肯讓步減價，成功售出的機會亦
大。現時樓市基本面不錯，走勢則要視乎疫情的發
展。

世紀21奇豐物業袁麗詩表示，沙田第一城32座低
層C室，實用面積327方呎，物業放盤時叫價605萬
元，放盤 5 個月，減價 50 萬至 555 萬元獲買家承
接，實用面積呎價16972元。原業主早於1998年5月
購入上址，當時作價170萬元，持貨至今轉售，帳
面獲利385萬元，單位升值2.3倍。

數碼港財管科技企業
數目按年升四成

【香港商報訊】記者鄭珊珊報道：數碼港首席公
眾使命官陳思源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作為香港最
大的金融科技社群，數碼港至今匯聚近400家金融
科技公司，涵蓋多個金融科技範疇。截至2021年12
月底，數碼港社群內財富管理科技(WealthTech)企業
約60家，2020年12月底為42家，按年升約四成。

數碼港一直致力推動本港財富管理科技的發展，
向初創企業提供多項支援。具體措施包括：最多130
萬元財務支援的一站式的創業支援；在 「拍住上」
計劃批出的93宗申請中，其中24宗為財富管理科技
相關的項目，是眾多金融科技範疇中最高；去年亦
舉辦WealthTech Demo Day，向證券業界介紹其科
技應用方案，協助金融機構物色能夠提升其競爭力
的財富管理科技方案之餘，亦為初創帶來生意夥
伴。

看好能源股抗通脹板塊
對於今年的投資重點，StashAway 香港區董事總

經理梁穎瑩表示，美國通脹持續，公司會因應情況
調低債券持有比例，能源股等抗通脹板塊會是不錯
選擇。LORA Technologies 首席執行官兼聯合創辦
人張永經指出，今年須保持謹慎態度，槓桿要少
用。AQUMON 行政總裁兼聯合創辦人雷春然表
示，投資者留意加密貨幣對傳統金融行業所造成的
衝擊。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
報道：港交所(388)於今年元旦
起，容許企業特殊目的收購公
司(SPAC)形式申請上市，畢馬
威中國資本市場諮詢組合夥人
劉大昌接受本報訪問時估計，
今年到港以SPAC上市的宗數，
將介乎10宗至20宗，不會出現
類似美國超越傳統 IPO 的 「爆
發性」情況。

劉大昌表示，早前SPAC的發
起人選擇前赴美國，主因是當
地可給予較高值，加上當地股
市的流動性亦較香港優勢，故
出現上述現象。但劉大昌補
充，近日美國加強監管，使到

遠赴美國上市的不確定性增加，踏入去年7月開始，
已經沒有內地企業成功赴美國上市，在現時赴美上
市困難重重之下，到香港以SPAC形式上市，是其中
一個優先選擇。

美加強監管有利SPAC來港上市
對於港交所(388)公布SPAC的規則，訂明發起人須

持有6號或9號牌，劉大昌相信，由於不少持有6號
或9號牌的金融業人士，過往亦有從事新股保薦人，
相信上述規定，不會對市場造成很大困難。

劉大昌指，SPAC本身沒有業務，發起人的適合性
對SPAC上市及其後併購交易是否成功至關重要，其
過往所管理的資產規模、投資管理經驗、是否有為
恒生指數成分股的發行人擔任高級行政職務等因
素，才是招股的重點，SPAC的發起人可按《上市條
例》及港交所發出的相關指引，草擬招股文件。

四大代理上周末二手樓交投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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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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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預託證券上周變化概況
股份名稱(上市編號)

聯通(762)

中銀香港(2388)

友邦保險(1299)

豐控股(005)

騰訊控股(700)

中海油(883)

阿里巴巴(9988)

折合港元

4.7

30

88.4

52.7

464.5

9

119.9

比香港升跌(元)

0.66

0.02

-0.43

-0.51

-10.29

-0.29

-7.17

變幅

+16.21%

+0.06%

-0.48%

-0.95%

-2.17%

-3.15%

-5.64%

「與財政司司長面對面」 網絡會議昨舉行，陳茂波與來自人大、政協及全國團體代表界別的人士作深入交流。

微軟上周宣布以687億美元收購美
國視頻遊戲出版商動視暴雪(Activi-
sion Blizzard)，是次收購是電子遊戲
業有史以來最大筆的收購。

這筆收購也是微軟歷來最大筆的收購案，為2016
年該公司以260億美元收購社群網絡平台 LinkedIn
的兩倍多。根據研究公司Newzoo的預測，遊戲市
場預計將從2021年的1800億美元，到2024年成長
至2190億美元，日漸龐大的市場規模，以及這陣子
吹起的 「元宇宙」風潮，都是微軟大手筆投入遊戲
領域的緣由之一。

暴雪娛樂是美國遊戲開發商和發行商，源自1991
年2月由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畢業生創辦
的 「矽與神經鍵」。暴雪推出過多款經典系列作
品，其中《魔獸爭霸》系列、《星際爭霸》系列及
《風暴英雄》均被多項著名電子競技比賽列為主要
比賽項目，在電腦遊戲界享有很高評價。

進軍手遊市場
過去幾年，微軟在遊戲發展方面非常積極，包括

在2014年以25億美元收購了瑞典遊戲開發商Mo-
jang。去年，微軟亦完成了對美國遊戲開發商
Bethesda的75億美元收購。

透過這次的收購，微軟將獲得進軍手機遊戲市場
的機會。按照Newzoo的數據，手機遊戲是目前遊
戲市場佔比最大領域，2021 年手遊市場規模達到
932億美元，佔遊戲市場整體的50%以上。

事實上，如果能獲得監管部門的批准，這筆交易
將幫助微軟締造成全球第三大遊戲公司，使微軟一
躍成為僅次於騰訊(700)和遊戲機競爭對手 Sony 的
遊戲巨頭。

英國切斯特大學金融科技及數據分析教授 梁港生
(逢周一刊出)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新一份財政預
算案下月公布，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陳勇舉辦 「與財政司司長面對面」網絡會議，

來自人大、政協及全國團體代
表界別的人士線上線下積極參
與，建言獻策，期盼預算案能
讓香港經濟民生持續發展。

是次活動邀得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擔任網上嘉賓，實時與全
國界別代表互動交流。台上嘉
賓主持包括全國人大代表陳亨
利，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
員陳曼琪，中國僑聯常委、香
港僑聯主席沈家燊，政青主
席、新社聯常務副理事長、新
界青年聯會主席兼選委譚鎮
國，全國青聯委員、粵港澳大
灣區青年總會主席兼選委吳學
明和民建聯聯絡委員會主席兼

選委招文亮等。

疫情嚴峻促再推消費券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兩年，本港第五波疫情嚴峻，

多位與會者促請特區政府再推消費券，又建言保民
生、救經濟的良方，同時強調盡早落實通關，否則
百業不興，市民苦不堪言。也有與會代表要求當局
加強支援基層學生的網上學習配套，推出電費補貼
計劃，及因應疫情對經濟帶來的挑戰，為大學生貸
款之還款人提供延遲還款安排等。

與會者亦針對不同階層提出建議，包括要求增設
聘請外傭開支扣稅額，為基層婦女提供職業再培訓
和婦科醫療券等。有代表和選委期望特區政府加強
支援有實力的傳統工業及加大中醫藥業發展。

是次活動嘉賓還包括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海聯
會、工商聯、僑聯、婦聯、青聯、選委和界別代
表：鄭翔玲、黃楚基、龔永德、黃友嘉、樓家強、
黃華康、胡劍江、郭炳聯、簡慧敏、李世榮、李耀
新、周莉莉、王聰穎、賴嘉汶等近百位領袖。

畢馬威：港SPAC難現爆發性上市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
盈雪報道：美股上周五繼
續遭到拋售，港股 ADR
指數全日偏軟，按比例計
算 ， 收 報 24589 點 ， 跌
375 點或 1.53%。大型藍
籌全線向下，其中騰訊
(700)收報464.50元，較港
收 市 跌 10.29 元 ， 跌 幅
2.17%。

美加息前料向好
港股繼上周四挾升逾

800 點後，上周五再在競價時
段由跌轉升，令港股連續第 5
個星期上升。單計上周，恒指
全周升 582 點或 2.4%；連升五
周累漲1772點或7.6%。第一上
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表示，港
股已連升五周，更一度重上
25000 點，在美股於上周五下
跌，港股或會跟隨調整，但由
於港股的估值偏低，吸引資金

持續流入，加上市場對於美聯儲將於 3 月中加息已
有充分預期，人行繼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進一
步下調1年期和5年期的LPR(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利好港股，預期港股在美國加息前會繼續正面向
好。

葉尚志指出，不同板塊也輪流炒上，恒指已到達
了首個目標25000點水平，預計有力上試25700點，
最樂觀見26200點。葉尚志認為，雖然本港疫情進展
值得關注，但相信對大市影響不大，因資金仍然持
續流入本港。

資金續流入 恒指有力上試高位

微軟大暴雪

各界人士與財爺 「面對面」 獻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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