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讚青年才俊是國家棟樑
王志民讚揚在座都是青年才俊，是國家未來的棟樑，呼籲年輕人「奉獻

青春，譜寫新篇章」。他回顧「十一五」時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成
果，他指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在國家「九五」規劃已提出，隨後的5年規
劃中亦提出加強香港與內地的交流合作，「十二五」更是獨立成章，充分
表明中央對香港的重視。他指「十二五」規劃是國家戰略機遇期，這個機
遇期是全國的，香港作為和平統一的第一站，更應該有先機及條件去挑戰
和分享，分享的目的就是共同發展。

倡認識歷史與當今中國
王志民並提出了兩點建議，「分享機遇，共創繁榮」。他表示在此前提

下，年輕人要思考「應該如何承擔」，強調規劃不只是掛在牆上的，要行
動、要實施、要承擔、譜寫新的篇章並將此結合到自己的行業中去。他建
議青年才俊要認識歷史的中國和當今的中國，只有認識了歷史之中國；山
川秀美之中國；燦爛文明之中國；當今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中國；共產黨
領導之中國後，才能了解中國道路是這麼走過來的，年輕人才能在此基礎
上承擔起自己的責任，開創未來。

升競爭優勢深化交流
他歸納了國家主席胡錦濤關於香港講話的一些關鍵詞：「一國兩制」、

愛國愛港、繁榮穩定、民主和諧，指愛國愛港是根基，只有民主、和諧的
社會才能創造好的環境，實現真正的繁榮富強。他希望青年一代，薪火相

傳，奉獻青春，譜寫新篇。最後他提出3個問題供大家思考：如何鞏固提
升競爭優勢；如何加快培育新生產業和如何深化香港與內地的交流合作。
香港潮州商會會長陳幼南表示，很榮幸邀得王副主任在百忙中出席午餐

會，與青年分享「十二五」精神，他並引述其父親陳偉南所說，中國幾十
年以來，現階段是最好最好的時期，這是不容否認的。他更指西方國家經
濟走入困境，大家的視線都轉移到亞洲，西方的專家學者都希望中國能夠
領導全世界經濟復甦。當今是最好的時機，青年人應當好好把握。
潮州商會青委主任陳光明表示，王副主任是學者、教授，關心青年人的

成長與發展，他指每次聽王副主任的講話都有所啟發。參與午餐會的該會
首長還包括：潮州商會永遠榮譽會長莊學山，潮青副主任黃仰芳、胡炎
松、陳德寧、林淑怡、林月萍、章曼琪、高明東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巧顏）海
峽兩岸青少年交流基金會、香港青
年議會和亞洲週刊將於本月25日至
26日攜手舉辦港台政經論壇和青年
論壇，邀請兩岸三地多名政經和文
化人士主講，共同探討ECFA時代
港台經貿新格局、「九二共識」在
發展兩岸關係中的重要作用和廿一
世紀．網絡與社會。

王暉唐煒黃友嘉等講經貿
海峽兩岸青少年交流基金會理事

長李大壯、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
和香港青年議會主席楊志達主持於
昨日假中國會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
論壇詳情。8月25日上午將假香港會
展舉行的「經貿論壇：『ECFA』
時代的港台經貿新格局」，特邀海峽
兩岸經貿交流協會副會長、原中聯

辦經濟部副部長兼貿易處負責人王
暉，中國國際貿易中心有限公司總
經理、原商務部港澳台司司長唐
煒，中華廠商會會長黃友嘉和香港
台灣工商協會副會長、中國國民黨
中常委劉大貝博士等主講。

唐樹備林瑞麟陳錫蕃論政
「政治論壇：『九二共識』在發

展兩岸關係中的重要作用」將於8月
25日下午同樣假會展舉行，海協會
原常務副會長唐樹備、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和國民黨智庫國
安組召集人陳錫蕃任主講嘉賓。
「港台青年論壇：廿一世紀．網

絡與社會」則將於8月26日上午假香
港理工大學蔣震劇院舉行，邀請了
台北市文化基金會董事長李永萍、
香港名小說家及節目主持人馬家輝

和北京文化人徐曉主講。

冀探討深化港台交往
主辦機構希望通過「港台政經論

壇」提供一個開放的平台，讓兩岸
三地之政商界以至社會知名人士共
同探討如何深化香港與台灣交往，
為兩岸關係作出更多開拓性嘗試，
為兩岸交往提供「先行先試」的經
驗，同時通過「港台青年論壇」，從
青年人角度看兩岸，促進兩岸三地

青年人的互相交流。
李大壯希望通過是次論壇，讓社

會各界人士多些機會了解現在香港
與台灣之間的思維和需求；邱立本
指出兩岸三地之間有很多彼此誤解
的地方，希望通過民間的交流像是
次論壇，讓彼此更準確地認識對
方，而非霧裡看花而對對方做出一
些草率的判斷；楊志達稱想藉
「港台青年論壇」，讓大家多些了解
台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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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潮訪港 推介申城金秋盛事

元朗圍村文化節閉幕

香港文匯報訊 屯門甲組足球隊日前假屯門鄉事會舉行發布會，屯門足
球隊會長陳強、屯門鄉事會首副主席及屯門體育會主席陶錫源、屯門鄉事
會副主席曾展雄、屯門地區設施委員會主席古漢強等擔任主禮嘉賓。會
上，新任會長陳強除為今季加入的5位球員進行簽約及球衣轉交儀式外，
同時贊助200萬元，全力支持屯門足球隊地區的足運發展。現場舉行了支
票儀交移式。

陳強：助青少年建立目標
陳強致辭時表示，是次參與發展足球隊，目的是幫助時下之80後及90

後青少年，建立身心健康及有奮鬥目標的人生。他說，上年度在球隊上
下一心努力下，可以於甲組佔一席位，他深信今季球隊將有更突出表
現，不單得到屯門居民支持，更希望可以讓全港球迷認識及支持屯門甲
組足球隊。他指新一季會更積極推廣球隊，會在每場屯門主場及作客比
賽中凝聚人氣，令球迷享受各場既刺激又開心的賽事。
除陳強大力贊助屯門足球隊外，楊志紅亦捐出10萬元支持該會足球發

展。

陳強200萬贊助屯門足球隊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廠商會）日前接待香港中華出入口商
會代表團，就雙方及內地和香港的最新
情況互相交流，冀加強往後的合作機會
及空間。廠商會會長黃友嘉主持接待由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莊成鑫率領的
一行12人代表團。

莊成鑫：借鏡廠商會活動
莊成鑫在會上簡介香港中華出入口商

會背景及會務運作。他表示，這次是
該會首次正式拜訪廠商會，希望藉
是次訪會作為開始，往後雙方能夠合
辦更多活動，加強彼此交流和聯繫。

另外，莊會長續稱，廠商會近年成功
舉辦了各類社區活動，包括家喻戶曉
的工展會等，都值得他們借鏡，冀望
往後能和廠商會加強溝通，尋求更多的
合作空間。

黃友嘉：兩會關係密切
廠商會會長黃友嘉簡介該會背景及會

務運作。黃會長表示，該會與香港中華
出入口商會淵源深厚，兩會領導層經常
聯誼交流，關係密切。黃會長續稱，近
年廠商會在國內舉辦工展會，成績理
想，他邀請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員參
展，以拓展內銷巿場。

廠商會迎中出代表團

香港文匯報訊 聯合國兒童
基金香港委員會日前一連3天
在銅鑼灣世貿中心及荃灣綠楊
坊舉行慈善月餅義賣活動，以
支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非
洲之角」緊急籌款項目，並在
世貿中心舉行新聞發布會，為
活動揭開序幕。富豪國際酒店
集團執行董事羅寶文、特別嘉
賓歐陽靖及鄭欣宜亦到場支
持，為義工打氣。

拯救「非洲之角」旱災
東非國家今年降雨量極少，

「非洲之角」正面臨60年以來
最嚴重的旱災，索馬里南部更
爆發饑荒，在饑荒地區，平均
每3個月就有1成5歲以下兒童
死亡，而當地至今已有數以萬
計的兒童抵受不住饑荒折磨，
不幸喪生。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立即啟動

緊急救援項目，估計整個救援

行動至少歷時半年，將需籌集
善款港幣24.5億元，單單索馬
里所需的援助善款，就需要港
幣10.2億元。然而，至今善款
數字仍與目標有達港幣15.6億
元的差距。為此，是次的義賣
活動所有籌得款項將不扣除任
何開支，全數撥捐「非洲之角」
緊急籌款項目。若捐款滿港幣
320元，更可獲贈由富豪國際
酒店集團送出的迷你月餅一
盒。

聯國兒童基金義賣月餅助非童

王志民論十二五 勉青年抓機遇
潮青會午餐會演講 提兩建議盼共創繁榮

■金華市在港舉行名優產品推介會，楊益、張成雄等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 金華市8月在香港成功舉辦名優特新農
產品推介會。該市副市長蔡健出席推介會且致辭，他
指金華是黃大仙故鄉，人傑地靈，人口536萬，旅港鄉
親3萬人，包括社會各界知名人士。
金華農產品供港已經有悠久歷史，特別是具有千年

歷史的金華火腿，堪稱家喻戶曉的世界知名品牌，獲
香港飲食界和名廚長期選用。在市長徐加愛和市府領
導下，開發金華名優特新農產品的工作，已取得良好
發展，金華茶葉躋身上海世博名牌，還有東陽南棗、
紅麴酒、兩頭烏優質豬、蛋鴨以及破壁靈芝孢子粉養
生營養品等多項產品。

市領導邀港商投資興業
據金華市領導介紹，該市山明水秀，每年吸引數千

萬人前往遊覽，名勝包括黃大仙祖宮、雙龍洞、諸葛
八卦村、武義養生溫泉、東陽橫店影視城、義烏小商
品市場等。金華是投資創業的好地方，歡迎香港各界
光臨。席間，還邀請青春美麗的王亞霞介紹吃東陽南
棗健康長壽的秘訣。

楊位醒：火腿鮮香誘人
在品嚐金華黑毛豬環節，中出商會秘書長楊位醒稱

讚說：火腿鮮香堪媲美西班牙產品，用生火腿片混
合在魚翅中，味道更香，營養更好，實在是人間美
食。
獲邀嘉賓還有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楊益，中華總商

會永遠榮譽會長張成雄，中國貿促會駐港澳首席代表
董嘉揚，香港工業貿易署高級官員，香港貿發局浙江
代表陳嘉賢，中企協副總裁朱華，港九罐頭洋酒伙食
行商會副監事長李廣林，飲食界前選委莊任明，進出
口界前選委、金華鄉彥單志明等。

香港文匯報訊 潮州商會青年委員會日前假香港會夏愨房舉

行午餐會，邀得香港中聯辦副主任王志民到場以「十二五規

劃與中國的發展道路」為題作演講。潮州商會會長陳幼南表

示非常榮幸邀得王副主任出席午餐會與青年人分享「十二五」

精神，認為當今是最好的時機，青年人應當好

好把握。

香港文匯報訊 由市政府副秘書長薛潮率
領的上海市代表團，昨日在港舉行推介會，
向本港旅遊、文化、體育界代表和普通市
民，介紹今秋即將在申城舉辦的國際藝術
節、國際旅遊節、ATP網球大師賽等一系列
盛事。

配合上海藝術節10月開幕
將於10月開幕的第13屆上海國際藝術節，

邀請了柏林愛樂樂團、瑞士貝嘉芭蕾舞團、
小提琴大師帕爾曼等世界級藝術團和大師參
演。而9月開鑼的上海旅遊節，除了傳統的
各國花車巡遊外，還將推出上海弄堂風情遊

等體現城市特色的旅遊項目。此外，從9月
到明年上半年，F1中國大獎賽、網球大師
賽、田徑鑽石聯賽等國際性體育賽事將陸續
舉行。有興趣觀摩這些演出和比賽的市民，
可以通過本港旅行社訂票。

訪民政局藝發局加強溝通
上海市代表團訪港期間，還先後拜訪了特

區民政事務局、藝術發展局等部門。雙方希
望，借明年年初CEPA框架下滬港新的合作
備忘錄即將簽署的機遇，進一步加強兩地政
府間文化藝術發展合作，例如在兩地皆有國
際藝術節上，為對方增設演出和推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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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健副市長（右二）邀嘉賓品嚐金華黑毛豬肉片，楊位醒大讚火
腿鮮香可口。

■一眾歌手到
場獻唱，推廣
元 朗 圍 村 文
化。

■嘉賓出席聯國兒童基金義賣
月餅活動。

■香港中華
出入口商會
代表與廠商
會首長合照
留念。

■（ 左 起 ）
邱立本、李
大壯和楊志
達介紹港台
政經論壇和
青年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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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政府副秘書長薛潮率領的上海市代表團，在港推
介今秋將在申城舉辦的文化、旅遊、體育盛事。

港台政經論壇25日開展

■潮州商會青年委員會首長致贈紀念品予王志民。

香港文匯報訊 由元朗圍村文化節統籌委員會主辦、元朗區議會贊助、
新城知訊台全力支持的《元朗圍村文化節—閉幕禮》日前假元朗安興街球
場圓滿舉行。閉幕禮邀得一眾歌手到場獻唱，又請來文化團體表演，一同
為元朗圍村文化節一連串精彩節目畫上圓滿句號。

劉皇發梁福元致辭
新城知訊台DJ思敏及Bob一同主持《元朗圍村文化節—閉幕禮》。閉幕

禮先邀請婦聯表演為活動暖場，其後主持再邀請一眾主禮嘉賓上台就
座。閉幕禮由元朗圍村文化節統籌委員會梁福元主席致歡迎辭，更邀請
新界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大紫荊勳賢太平紳士致辭。在致送紀念旗及主禮
嘉賓紀念品後，正式進行閉幕儀式及大合照。閉幕禮由一眾歌手到場獻
唱。

本 內容：紫荊廣場 文匯論壇 中國新聞 台灣新聞 神州大地 戲曲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