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稅務代表(30多年經驗專業人仕處理)

清盤除名/個人破產申請

稅務申報及顧問

年報及公司秘書服務

成立中國公司或辦事處

成立本地，海外及BVI公司

註冊地址及代理人

會計理帳

商標註冊

草擬各類合約

地址：香港皇后大道中340號
           華秦國際大廈18樓
電話：(852)2581 2828
傳真：(852)2581 2818
電郵：enquiry@butdoyeungcpa.com

吳漢英方成生律師樓現向各律師

行及人士詢問是否持有已故人士

秦嘉儀（CHUN KA YEE）（死

亡日期：2011年10月6日）所作的

遺囑。如任何律師行或人士持有

該遺囑原件或其副本，請於3個月

內聯絡吳漢英方成生律師樓廖律

師或湛小姐（地址：灣仔謝斐道

9 0 號 豫 港 大 廈 1 0 樓 ； 電 話 ：

28663238）。

NOTICE OF REDUCTION OF SHARE CAPITAL

訊富鷹科技有限公司

(CHAPTER 622)

Circutex Technology Limited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3. The said special resolution and the solvency statement in relation to such 
reduction are available for inspection during office hours at the Company's 
prescribed place at Unit 1001, Houston Centre, 63 Mody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Hong Kong.

Dated this 24 March 2023 

訊富鷹科技有限公司

NOTICE IS HEREBY GIVEN pursuant to Section 218 of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Cap 622) that:-

1. Circutex Technology Limited 訊富鷹科技有限公司 (the “Company”) has 
approved, subject to the Company complying with other requirements as 
set out in Division 3 of Part 5 of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a reduction of 
share capital.

2. The amount of share capital to be reduced is USD2,900,000.00 and the 
special resolution approving such reduction was passed on 13 March 2023.

4. A member of the Company who did not consent to or vote in favour of the 
said special resolution or a creditor of the Company may, within 5 weeks 
after 13 March 2023, apply to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under Section 
220 of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for cancellation of the said special 
resolution.

Circutex Technology Limited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破產案件2022年第6309號

公告

電話：2389-9955  檔號編號：MC/V/00005/23

  (V.J. CONSULTING LIMITED)

其註冊辦事處為香港九龍尖沙咀彌敦道83-87號華源大廈

A座4樓A1室的惠駿顧問有限公司(V.J. CONSULTING 

LIMITED)已針對你提交一份破產呈請書，而法院已下令

如將該份呈請書的一份蓋章文本連同替代送達令的一份

蓋章文本以郵遞方式送交香港九龍旺角亞皆老街83號先

施大廈301室並註明由你收件，及將本通知書在香港刊行

的中文報章上刊登壹天，則須當作已向你送達該份呈請

書；該項呈請將於2023年4月4日下午3時30分在法院進行

聆訊，你須於該日出席，如你不出庭則法院可在你缺席

的情況下針對你作出破產令，特此通知。

日期：2023年3月24日

司法常務官

債務人 ： 高冬夢

致債務人：高冬夢

債權人之代表律師 ： 陳浩庭律師行

地址 ：香港金鐘道89號力寶中心1座

你可於提出申請時在高等法院查閱該份呈請書。

單方申請人(債權人) ： 惠駿顧問有限公司

有關於2022年11月24日提交的破產呈請書事宜。

  11樓1105室

CMP3740/2022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雜項案件2022年第3740號

有關收回香港新界大嶼山東涌第1約地段

第1113號及1618號(部分)所引起及/或與之

有關的賠償事宜

MOK CHING HA

及

WONG YIK LUNG and/or his administrator(s), 

executor(s), heir(s) and assign(s)

原告人

被告人

關於呈請的公告

有關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32章

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公司清盤案件

2023年第7宗

及

宜興科技有限公司

一項要求香港高等法院將上述公司清盤的呈請，已於2023年

1月4日，由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香港

皇后大道中99號中環中心11樓向法院提出，其後按聆案官黎

達祥於2023年2月21日的命令於2023年2月24日修訂及存檔，特

此通知。該項呈請原本按指示於2023年3月15日(星期三)上午

10時正在法庭席前進行聆訊，其後按聆案官黃健棠於2023年

3月15日的命令延期至2023年4月26日(星期三)上午10時30分在

法庭席前進行聆訊，該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分擔人，如意欲

支持或反對就該項修訂呈請作出命令，可於聆訊時親自出庭

或由為該目的而獲聘任代表他的大律師出庭。該公司的任何

債權人或分擔人，如果要求獲得該修訂呈請書之文件，在繳

付該文件的規定收費後，會獲得下述簽署人提供該文件。

呈請人代表律師：蕭温梁律師行

地址：香港中環德輔道中127至131號有餘貿易中心16樓

(檔案編號：S:D220015:074:LIT-MORT)

註︰任何擬在該項修訂呈請聆訊中出庭的人，必須將有關其

擬出庭的意向的書面通知，送達或以郵遞方式送交上述簽署

人。該通知書必須述明該人的姓名及地址，或如屬商號，則

必須述明其名稱及地址，且必須由該人或該商號，或該人或

該商號的律師(如有的話)簽署。該通知書亦必須以足夠時間送

達或以郵遞送交，以在不遲於2023年4月25日下午6時前送達上

述簽署人。

日期︰2023年3月24日

關於呈請的公告

凌峰電子(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公司清盤案件

2023年第8宗

有關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32章

及

地址：香港中環德輔道中127至131號有餘貿易中心16樓

(檔案編號：S:D220015:075:LIT-MORT)

一項要求香港高等法院將上述公司清盤的呈請，已於2023年

1月4日，由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香港

皇后大道中99號中環中心11樓向法院提出，其後按聆案官黎

達祥於2023年2月21日的命令於2023年2月24日修訂及存檔，特

此通知。該項呈請原本按指示於2023年3月15日(星期三)上午

10時正在法庭席前進行聆訊，其後按聆案官黃健棠於2023年

3月15日的命令延期至2023年4月26日(星期三)上午10時30分在

法庭席前進行聆訊，該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分擔人，如意欲

支持或反對就該項修訂呈請作出命令，可於聆訊時親自出庭

或由為該目的而獲聘任代表他的大律師出庭。該公司的任何

債權人或分擔人，如果要求獲得該修訂呈請書之文件，在繳

付該文件的規定收費後，會獲得下述簽署人提供該文件。

呈請人代表律師：蕭温梁律師行

註︰任何擬在該項修訂呈請聆訊中出庭的人，必須將有關其

擬出庭的意向的書面通知，送達或以郵遞方式送交上述簽署

人。該通知書必須述明該人的姓名及地址，或如屬商號，則

必須述明其名稱及地址，且必須由該人或該商號，或該人或

該商號的律師(如有的話)簽署。該通知書亦必須以足夠時間送

達或以郵遞送交，以在不遲於2023年4月25日下午6時前送達上

述簽署人。

日期︰2023年3月24日

公司 ( 清盤及雜項條文 ) 條例

(In Members' Voluntary Liquidation)

自動清盤佈告事

Swindside Investments Limited

( 第32章 )

共同及各別清盤人 共同及各別清盤人

為佈告事，上述公司現進行自動清盤，該公司債權人須於 2023 

年 4 月 25 日或該日之前，將其姓名、地址及有關其債項情況

或要求寄予該公司共同及各別清盤人。如接獲該共同及各別清

盤人通知書時，債權人須親自或由律師依照通知書內指定日期

到達指定地點提供債項之證明或要求，否則作為放棄其債權或

要求論。屆時清盤人有權於上述日期七日之後將所得款項或該

款項任何一部份分派予股東。

日期：2023年3月14日

CHOA Kin Wai CHAN Ki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號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號

時代廣場2座31樓 時代廣場2座31樓

Citagri Nutrition Limited
Company No.1954995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Sgd) Eldon Solomon (簽署)

Voluntary Liquidator

自願清盤人

Dated : 30 December 2022

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二零零四年《公司法》規定，刊登通
知 上 述 公 司 現 正 申 請 自 願 清 盤 ， 自 願 清 盤 人 為 E l d o n 
Solomon，其地址為Palm Grove House, P.O. Box 438,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由2022年12月30日起進
行自願清盤。

日期：2022年12月30日

NOTICE IS HEREBY GIVE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VI 
Business Companies Act, 2004 that the above named company, is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The voluntary liquidation commenced 
on 30 December 2022 and Eldon Solomon of Palm Grove House, 
P.O. Box 438,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is the 
voluntary liquidator. 

法定要求償債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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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須視作本要求償債書送達給你的日期。你必須在本要求

償債書送達給你起計的21天內處理本要求償債書，你可償付

所列債項，或嘗試與債權人達成和解，否則你可被宣告破

產，而你的財產及貨品亦可被取走。如你認為有令本要求償

債書作廢的理由，應在本要求償債書送達給你起計18天內，

向法庭申請將本要求償債書作廢。如你對自己的處境有任何

疑問，應立即徵求律師的意見。

地址：香港灣仔港灣道6-8號瑞安中心28樓2812室

債 權 人 要 求 你 償 付 ， 直 至 2 0 2 3 年 3 月 3 日 結 算 ， 港 幣

$407,200.33元，此筆款項須立即償付。此債務是根據於

2021年8月29日及2021年5月9日由雙方訂立的貸款協議而衍

生 ， 你 須 償 付 債 權 人 新 峰 投 資 （ 亞 洲 ） 有 限 公 司 港 幣

$397,200.33連同由2021年8月29日起以年息8厘計算直至付清

款項為止的利息及律師費用港幣$10,000。

債權人之代表律師：范德偉律師

 電話：3102 0216   檔號編號：230035/DF

地址：香港九龍藍田德田邨德樂樓2503室

名稱：范德偉律師事務所

本要求償債書，可於下述地點索取或查閱。

自本要求償債書首次在報章刊登之日起計，你祗有21天的時

間，之後債權人可提出破產呈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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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

計18天內，向法庭提出申請。

致：陳國偉

現特通知，債權人新峰投資（亞洲）有限公司（其地址為香

港中環德輔道中141號中保集團大廈23樓2302室）已發出

“法定要求償債書”。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A4新聞產經
2023年3月24日 星期五 責任編輯 林德芬 陳秉植 美編 張俊奇

資本開支料續跌 對分拆持開放態度
中移動去年多賺8%

全球金融中心排名
香港維持第四位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鶴報
道：中國移動(941)昨公布全年業
績，股東應佔溢利1255億元(人
民幣，下同)，按年增長8%，每
股盈利5.88元，派發末期股息每
股2.21港元，連同已派發的中期
息2.2港元，全年股息合計4.41
港元，按年增長8.6%。中移動
表示，預計未來2至3年資本開
支將持續下降，今年派息比率將
升至逾70%，並會視乎情況回購
股份。

【香港商報訊】記者蘇尚報道：英國Z/Yen集團與深
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發布第33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
報告，評估全球120個金融中心，香港的總排名維持全
球第四位。前三位則依次為紐約、倫敦及新加坡。

得分方面，紐約及倫敦分別獲得760分及731分，與
上次報告一樣。新加坡及香港的整體得分同跌3分，
分別至723分及722分。

金融科技得分方面，紐約排名第一，得分728分，
三藩市與倫敦位列第二及第三位，深圳、新加坡及香
港分別位列第4位、第9位及第14位。

港府發言人表示，香港在營商環境、基礎設施、金
融業發展水平，以及聲譽和綜合等四方面的排名均較
上一期上升兩位，充分反映香港作為全球領先金融中
心的實力與優勢。

發言人續稱，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政府正採取更
積極、更主動的發展模式，全力推動制度優化、政策
革新和加大宣傳推廣香港已全面復常的工作，以鞏固
優勢，不斷提升香港的競爭力。政府會繼續善用香港
在 「一國兩制」下的制度優勢，包括優良的法治傳
統、市場化及國際化的營商環境、穩健的基礎設施配
套、與國際接軌的監管制度、多元化的金融產品，以
及資訊和資金自由流通等，提升香港的資本市場及國
際金融中心的角色。

【香港商報訊】記者蘇尚報道：政府統計處公布2月
份消費物價指數(CPI)，按年升1.7%；剔除所有政府一
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基本通脹率亦為1.7%，較1月的
2.4%低，主要是基本食品價格上升導致比較基數較高。

細分各類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組成項目，期內價格錄
得按年升幅的類別包括：電力、燃氣及水(上升
20.7%)、煙酒(上升 14.0%)、衣履(上升 5.5%)、外出用
膳及外賣(上升4.3%)、雜項服務(上升1.8%)、雜項物品
(上升0.7%)、交通(上升0.4%)。錄得按年跌幅的類別則
包括耐用物品(下跌2.1%)、基本食品(下跌0.6%)，以及
住屋(下跌0.1%)。

政府發言人表示，展望將來，通脹總體上可
能面對一些上升壓力，但短期內應會保持溫
和。 「本地成本壓力或會隨經濟活動復常而
上升，外圍價格壓力在一段時間內應維持顯
著，儘管料會隨主要經濟體通脹回落而略為
緩和。」

去年中移動資本開支1852億元，今年目標則為1832
億元，當中5G項目涉830億元，按年少14.9%。中移
動董事長楊杰表示，中移動對5G的投資已進入平穩狀
況，預計未來2至3年資本開支續呈下降，料資本開支
佔收入比重明年可降至20%以下，但市場估計2030年
左右6G將面世，因此未來幾年資本開支或回升。

目標今年5G客戶淨增1.3億
展望2023年，中移動首席執行官董昕表示，憧憬收

入及利潤持續良好增長，目標5G網絡客戶淨增1.3億
戶，移動ARPU穩健增長，家庭寬帶及政企客戶目標
淨增1800萬及300萬戶。

對於早年有傳中移動擬分拆旗下數字內容業務咪咕
上市，楊杰表示，一直對分拆業務持開放態度，但認
為現時咪咕處於快速發展階段，而其他業務之間協同

性及規模亦較強，暫時未有已經落實的分拆計劃。

料今年派息率升至70%以上
單計第四季，中移動賺 269 億元人民幣，按季跌

11%，按年則跌近7%。此外，集團去年移動用戶平均
每月每戶收入(ARPU)微升至 49 元人民幣。中移動指
出，會運用好資本手段回饋股東，包括今年派息比率
將升至70%以上，並指會因應市況回購股份。

楊杰表示，數字經濟將會是經濟的主要形態，數字
化轉型業務貢獻的持續上升亦反映到這趨勢。他預
料，該業務未來有可能佔通訊服務的三分之一，可能
會出現價值重估，也看好集團股價走勢。

楊杰(中)表示，集團的投資高峰期於去年已過去，
料到明年資本開支佔收入比降至20%以下。

記者 蔡啟文攝

港2月通脹升1.7%
水電費及燃氣飆20.7%

KOKO MARE首批98伙
入場費593.6萬

調查：近半內地客擬來港買壽險

【香港商報訊】在去年DHL全球連通性指數國家排
行中，荷蘭再度問鼎榜首，新加坡總體排名第二，中
國台灣和中國香港分別位列第17位和第31位。

全新的《2022 年 DHL 全球連通性指數報告》顯
示，面對近年來由新冠肺炎疫情和俄烏衝突等帶來
的衝擊，國際流動始終保持顯著韌性。DHL 全球連
通性綜合指數在 2020 年出現小幅下降後，於 2021 年
回升至超過疫情前水平。儘管某些領域的流動增長
有所放緩，但 DHL 全球連通性指數在去年實現了進
一步增長。

去年年中，國際貨物貿易總量較疫情前提高10%。
同時，去年國際旅行總人數雖然仍比2019年低37%，
但較2021年卻翻了一番。

【香港商報訊】國際管理諮詢公司奧緯諮詢(Oliver
Wyman)今年 2 月對 2000 位內地消費者進行調查，旨
在了解他們對購買香港人壽保險的興趣和偏好，調查
主要發現包括：72%的內地受訪者計劃在未來24個月
內赴港旅遊，47%的消費者有興趣在旅行期間購買香
港的人壽保險產品，後者比例在粵港澳大灣區受訪者
中高達65%。

在 未 來
24 個月內
有 興 趣 赴

港購買保險產品的內地消費者中，約80%對香港的危
疾保險或醫療保險感興趣，61%表示有興趣增持儲蓄
型產品。56%表示在購買保險產品時會 「自行做更多
研究」，只有30%的受訪者會依賴保險代理人和保險
經紀的推薦，儘管他們仍是購買時的首選渠道。58%
的受訪者現時更傾向於透過網絡渠道獲取保單信息。

調查發現，潛在內地客戶最擔心的兩大風險是重大
疾病和死亡風險以及醫療費用和資源的不足，因此，
約80%的潛在內地客戶對香港的危疾保險或醫療保險
感興趣。

【香港商報訊】會德豐KOKO MARE公布首張價
單，提供 98 伙，折實平均呎價 18330 元，較同系
KOKO ROSSO首批平均呎價高2%。會德豐地產副
主席兼常務董事黃光耀表示，九成單位低於 900 萬
元，首批入場費593.6萬元。

戶型方面，價單一號涵蓋一房開放式廚房至兩房
梗廚單位，實用面積介乎 334 至 520 平方呎。扣除
12%的折扣之後，首批折實總價 593.7 萬至 929.2 萬
元，折實呎價17000元至22859元。

另外，恒基物業代理有限公司營業(一)部總經理林
達民表示，集團旗下紅磡必嘉坊─迎匯加推 2 號價
單，單位戶型涵蓋開放式及一房，實用面積介乎214
至374平方呎不等，折實後平均呎價19218元，折實
售價由399.78萬元起。

香港連通性全球排名31
中移動(941)全年業績摘要

項目
營運收入(億元)

．通信服務收入(億元)
．數字化轉型收入(億元)
．移動雲收入(億元)

．銷售產品收入及其他
(億元)

EBITDA(億元)
股東應佔利潤(億元)
全年股息(港元)
移動ARPU(元)

家庭客戶綜合ARPU(元)

金額(人民幣)
9373
8121
2076
503

1252

3292
1255
4.41
49
42.1

按年變動
+10.5%
+8.1%
+30.3%
+108.1%

+29.3%

+5.8%
+8%
+8.6%
+0.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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