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商報訊】據中聯辦網訊，3月23日，香港金
融界、創科界分別舉行 「學習貫徹全國兩會精神宣講
會」。中聯辦主任鄭雁雄應邀出席並作交流分享。中
國銀行(香港)總裁孫煜、京港學術交流中心總裁徐海
山分別主持宣講會。中聯辦副主任尹宗華、秘書長王
松苗，香港金融界、創科界代表人士和青年骨幹等60
多人參加。

香港要把握戰略主動
鄭雁雄表示，全國兩會全面貫徹了黨的二十大的戰

略部署，始終充滿了 「兩個維護」的濃厚氛圍和民主
議政、依法治國、團結奮進的氛圍，意義重大、成果
豐碩、內涵豐富。香港地區貫徹落實全國兩會精神最
基本的立足點就是把握好中國式現代化的香港機遇、
香港貢獻，把握好香港發揮獨特地位和優勢的方向路
徑。未來五年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期，也是香港大
有可為的戰略主動新階段，抓住這一新階段關鍵期重要
機遇，香港必須深入反思過去、深情展望未來、把準發
展方向。香港金融界要做好 「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這篇大文章，在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促進

內地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國家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維護香
港和國家金融安全等方面深入謀劃、積極行動。創科界
要以習近平總書記去年6月30日考察香港科學園時作出
的重要指示精神為指引，貫徹全國兩會精神，進一步鞏
固香港基礎研究優勢、強化產學研創新協同、推動香港
創科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升香港國際化水平，凝聚起
加快建設香港國際創科中心的磅力量。

與會人士踴躍發言
宣講會上，鄭雁雄與業界骨幹和青年代表熱切交

談，充分肯定了金融界、創科界為國家發展和香港繁
榮穩定作出的積極貢獻，介紹了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對
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和業界發展的重要意義。出席全國
兩會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介紹了參會感受
和學習體會。大家表示，國家對香港高度重視和大力
支持，令人鼓舞，催人奮進，將積極宣傳貫徹好全國
兩會精神，抓住國家發展新機遇，圍繞鞏固和建設香
港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發揮企業高校
各自的優勢，提升香港國際競爭力，推動香港由治及
興，為國家和香港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

此外，多位與會人士也踴躍發言。創新科技及工業
局局長孫東稱，香港具有深厚的科研基礎及實力，擁
有五所全球一百強的大學、數以千計的世界級學者、
數以萬計的研發人員和成熟的國際科研合作生態，香
港的科研力量應該成為國家科技力量的重要組成部
分。加速建設香港國際創科中心不僅是香港自身發展
的關鍵驅動力，更是強國建設的重要支撐。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太平保險集團董事長王思東
說，聽了鄭雁雄主任的宣講報告倍感鼓舞，很受啟
發。參加兩會，在學習和交流中，自己更加強烈感
到，國家的新征程，是香港的新機遇。新階段、關鍵
期，在港中資企業應有新變化、新作為。

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陳振英表示，日前閉幕
的全國兩會碩果纍纍，為國家實現高質量發展、建設
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擘畫藍圖，同時為香港步入由治
及興新階段指路引航。作為首次參加的新任人大代
表，個人體會最深的，是國家對香港的重視和支持。

全國政協委員、海通國際行政總裁林涌表示，將發
揮好 「雙向橋樑」作用，當好香港與內地共融的橋樑
和紐帶，深刻把握新時代政協工作任務要求，力把

凝聚共識工作做深做實，眼新征程，把握好發展機
遇，發揮好香港獨特優勢，在國家大戰略中找準銜
接，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向強國建設、民族復
興更加光明美好的未來，踔厲奮發、闊步前進。

全國政協委員、理大校長滕錦光表示，結合國家在
科技自立，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的戰略部署，香
港可以進一步發揮自己的獨特優勢，為國家的科技自
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香港科學院院長、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副院長(研
究)盧煜明表示，香港科技力量是國家科技力量的重要
組成部分，香港要發揮優勢，在推動科技自立自強和
成果轉化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其他發言的金融界翹楚包括光大控股董事會主席于
法昌、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立法會議員陳健波、香
港中資基金業協會會長連少冬、渣打銀行亞太區金融
市場主管陳銘橋等；發言的創科界精英有浸會大學校
長炳江、科大首席副校長郭毅可、中大副校長陳偉
儀、港大化學系講座教授任詠華、科技園公司行政總
裁黃克強、中科院香港創新院人工智能與機器人創新
中心執行副主任劉宏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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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Vision Journey Holding Limited

Company No. 2088710

NOTICE is hereby given pursuant to 

Section 204, subsection (1) (b) of the 

BVI Business Companies Act, 2004 that 

the Company is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The voluntary liquidation commenced 

on March 16, 2023. The Liquidator is 

John Greenwood of FIN-LAW Arawak 

Chambers, 3rd Floor, Mandar House, 

Johnson's Ghut, PO Box 2196,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Voluntary Liquidator

Dated March 16, 2023

(sgd.) John Greenwood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Vision Journey Limited

Company No. 2088709

(sgd.) John Greenwood

Voluntary Liquidator

Dated March 16, 2023

NOTICE is hereby given pursuant to 

Section 204, subsection (1) (b) of the 

BVI Business Companies Act, 2004 that 

the Company is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The voluntary liquidation commenced 

on March 16, 2023. The Liquidator is 

John Greenwood of FIN-LAW Arawak 

Chambers, 3rd Floor, Mandar House, 

Johnson's Ghut, PO Box 2196,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廣州市台灣事
務辦公室昨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 「穗台高質
量發展推介交流會」，中聯辦台務部部長張強，廣
州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王世彤，廣州市台辦主任
曾衛東，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姚志
勝，廣州市政府相關部門官員、在港台資企業機
構、台商代表、香港工商界人士、台灣青年，以及
香港社團代表等近200人出席。

全面展現廣州發展潛力
活動深入貫徹中共二十大精神，落實廣東省、廣州

市高質量發展大會部署，以 「穗港台情深．灣區共聚
力」為主題，全面展現廣州的經濟實力和發展潛力，
與在香港的廣大台商台企共享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南
沙開發開放投資機遇和廣州高質量發展紅利。

王世彤致辭時表示，近年來，廣州牢牢把握國家實
施《南沙方案》等重大戰略機遇，舉全市之力將南沙
打造成為 「立足灣區、協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
戰略性平台，出台一系列惠台惠企利民政策措施，堅
定不移推進 「產業第一、製造業立市」戰略，全力打
造先進製造業強市、現代服務業強市、科技創新強
市，十年地區生產總值實現大幅跨越，工業經濟總量
穩居全國城市第一方陣，入選國家營商環境創新試點
城市，為廣大台商台企投資廣州創造更好條件。

冀來穗投資發展共享成果
他又稱，當前廣州堅持以高質量發展為牽引，大

抓經濟、大抓產業、大抓投資、大抓招商，在推進
中國式現代化中高質量實現老城市新活力、 「四個
出新出彩」。熱忱邀請廣大台商台企前來廣州走訪
考察，實地感受廣州的新變化、新面貌、新機遇。
更希望廣大台商台企前來廣州投資興業，共圖發展
大業，共享發展成果，共創美好未來。廣州將為來

穗發展的台商台企提供最優質的服務、最優惠的政
策、最優越的環境，讓大家賓至如歸、投有所獲、
創優所成。

活 動 現 場 播 放 了 《 珠 江 水 「暖 」 ． 穗 台 情
「濃」》穗台經濟文化融合發展之路專題宣傳片，

廣州市台辦、市商務局、市地方金融監管局、南沙
區先後圍繞廣州營商環境、金融產業政策、南沙自
貿區產業政策等作宣傳宣講，重點解讀《南沙方
案》、廣州招商引資引智引技政策、 「廣州60條惠
及台胞措施」(2023年修訂版)等。

今次活動由廣州市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香
港廣州社團總會主辦，香港中聯辦台務部協辦，中
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廣州市台資企業協會
承辦，香港亞太台商聯合總會、香港台灣工商協
會、台灣駐港金融機構聯誼會、香港菁英會、兩岸
和平發展聯合總會、香港兩岸客家聯會、九龍總商
會以及廣州市商務局、地方金融監管局、南沙區人
民政府等單位、機構或社團給予大力支持。

港鐵早前公布，高鐵香港段將於4月1日重開直達北
京、長沙、杭州、上海、武漢等城市的跨省列車，並新
增五個新站點，包括常平、惠州北、河源東、贛州西、
勝芳，網絡覆蓋擴大至全國66個站點，屆時每日列車班
次，將由目前的102班增加至164班，大致恢復至新冠疫
情前的水平。

1500張櫃籌瞬間派完
新增班次的車票於昨日早上6時開售。西九龍站昨日

人頭湧湧，十分熱鬧。據記者觀察所見，櫃售票處、
自助售票機都長時間出現排隊人龍。港鐵亦在站內不同
位置加派人手，除了疏導人流外，亦在購票安排上協助
市民。售票櫃採用派籌方式售票，如果希望前往櫃
買票的旅客，須取到籌號後等待，職員會逐一安排購
票。

港鐵昨日全日共派發1500張籌號。據港鐵職員指，由
於購票人數眾多，大約到上午10時左右，籌號已全部派
完。不過，市民仍然可在自助售票機買車票，現場所見
也有不少市民用這方式購票。現場的港鐵職員對媒體表
示，相信臨近清明節及復活節長假，市民前往內地出
遊、探親的需求很大。

有人歡喜有人愁
成功購票的市民都表露興奮的神色。其中，鄭先生及

妻子昨早約6時已到達西九龍站，並拿到櫃的籌號，

及後也在櫃完成購買高鐵車票的程序。鄭先生之後表
示，今次買到往福建的車票，打算與家人探親，為期一
星期左右。他對於成功購票感到十分高興，亦認為港鐵
的安排很好。

何先生則採取自助買票，並打算乘高鐵到廣州探親。
他說新冠疫情三年多以來都沒有回內地探望家人，今次
是首次乘坐高鐵，對乘高鐵感到興趣，因為覺得高鐵是
既方便又快捷的體驗。

不過，現場有人歡喜有人愁。牧先生與妻子昨日到西
九龍站時，櫃的籌號已派發完畢，故他們未能在櫃
處理購票程序。他們本身打算購買廣州的車票，想不到
到西九龍站買票的人潮如此多。他們直言不懂得如何在
自助售票機買車票，打算翌日再來，希望能取得籌號並
在櫃買票。另一位打算購買到潮州車票的林先生說，
雖然拿到櫃籌號，但被告知不一定買到車票，對此感
到焦急，港鐵亦有派職員從旁協助。

鄭雁雄應邀出席金融創科界兩會精神宣講會

發揮港優勢 抓住新機遇

高鐵長途車票昨開售

西九龍站購票打蛇餅

廣州市台辦在港舉行穗台高質量發展交流會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
高鐵香港段由下月起將重開包括到北
京、上海等城市的長途路線，並於昨
日早上開始發售車票。高鐵西九龍站
昨早一度有逾百名市民排隊購票，無
論是售票櫃還是自助售票機，人群
絡繹不絕。港鐵在站內加派職員協
助，而昨日1500張櫃的籌號在中
午前已派完，不過市民仍然可以在自
助售票機買車票。有成功取得籌號、
並在櫃購買高鐵車票的市民十分高
興，認為港鐵安排良好；也有市民首
次嘗試乘搭高鐵，認為高鐵是方便快
捷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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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房屋拆迁延期公告
穗房延拆字 [2023]4 号

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 2005 年 3 月 23 日核发拆许字〔2005〕第 11 号房屋拆迁
许可证，并以穗房拆字〔2005〕11 号房屋拆迁公告予以公布。根据拆迁人的申请，我局同意
核发延拆许字〔2023〕第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现将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内容和有关事项公布如下：

一、建设项目名称：居住用地。
二、拆迁地点和范围：海珠区琶洲岛华南大道以西地段，即新港东路 151、153、155 号，

及 101 号部分，以及门牌未列房屋数间，磨碟沙大街 18 号、18 号之二、之三、20 号之一、
之二、22 号、22 号之一、之二、之三、之四、24 号、24 号之一、之三、28 号、33 号、75 号
及门牌未列房屋数间，磨碟沙水闸 5、6、7、8、9 号及门牌未列房屋数间，东围涌边巷 2、3、4、
6、7、8、9、10、11、12、13、14、15、26 号及门牌未列房屋数间，磨碟沙一巷 1、2、3、4、5、6、
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 号 及 门
牌未列房屋数间，磨碟沙二巷 12、13、14 号及门牌未列房屋数间，磨碟沙三巷 13、14、15、
16、18、19、20、21、22 号及门牌未列房屋数间，磨碟沙四巷 1、2、3、4、5、6、7、8 号及
门牌未列房屋数间。（详见附图）

三、拆迁人：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
四、拆迁实施单位：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
五、拆迁期限：2023 年 3 月 25 日至 2024 年 3 月 24 日。
六、拆迁人员进行房屋拆迁工作时，应当佩戴相关证件；未佩戴相关证件的，被拆迁人、

房屋承租人有权拒绝与其协商。
七、对我局核发的本公告公布的《房屋拆迁许可证》有异议的，可在公告公布之日起 60 日

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或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公告公布之日起 6 个
月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
职责有关事项的通告》（粤府函〔2021〕99 号）的规定，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建议向广州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
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正常进行。

八、相关资料可以向拆迁人索取。
拆迁人联系地址：豪贤路 195 号十八楼
联 系 人：刘德锋
联系电话：83908071
拆迁人员名单：刘德锋、袁静、黄婉清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查询网址：zfcj.gz.gov.cn

二〇二三年三月九日

关于注销东漖旧村改造项目三桥坊 19 号房屋产权证的公告
三桥坊 19 号房屋产权证持有人及相关权利人：

东漖旧村改造项目于 2009 年经广州市政府批准实施城中村改造，三桥坊 19 号房屋（登记字号：郊鹤字 1021，产权人刘权）
位于改造范围内，目前已经被拆除灭失。我社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在南方日报及香港商报刊登无法联系房主的公告。截
止目前，仍未有相关权利人向我社方主张该房屋权益。根据《关于收回东漖村城中村改造范围内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批复》、
《关于收回东漖村城中村改造红线范围内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决定书》，我社按照《广州市荔湾区东漖街东漖村“城中村”
改造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约定的拆补权益款项按最高货币标准（即弃产获得补偿款）在广州南沙公证处
办理了提存公证，同时预留了足额该房屋证载面积的房源（分别位于浣南西街 3 号 F5 栋 408 房、浣南西街 1 号 F4 栋 211
房）供该房屋相关权利人选择，已经完成补偿安置工作。

为推进三桥坊 19 号房屋的产权注销手续，我社先后通过现场公告等形式通知房屋相关权利人，并要求房屋相关权利人
配合产权注销手续，截止目前尚未有相关房屋权利人联系配合办理产权注销手续。

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四条、《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广州市不动产登记规程》第九条、
第十八条等规定，就三桥坊 19 号房屋产权证注销手续事宜，特公告如下：

一、鉴于原房屋产权注销涉及三桥坊 19 号相关权利人的切身利益，请三桥坊 19 号相关权利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
日内，持相关资料到东漖联社拆迁办进行信息登记，并配合东漖联社工作人员前往政府主管部门办理原产权注销手续。

二、逾期未按本公告办理产权注销手续或提出异议不成立的，我联社将按程序向登记部门申请注销登记，届时所造成的
一切后果均由三桥坊 19 号相关权利人自行承担！

三、联系地址及联系人
联系地址：荔湾区东漖北路 755 号一楼东漖村拆迁办
联系人：车小姐，联系电话：020-81414087
特此公告！

广州市荔湾区东漖街东漖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
                   2023 年 3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