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9 責任編輯：霍青松 2012年1月12日(星期四)

■城鄉會首

屆就職典禮

隆重熱鬧，

賓主留影。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巧顏 攝

四邑商總換屆 何煜榮接印信

豫政協港澳台僑委員交流

城鄉居民共和協會成立

首屆理監事就職 共緬革命先烈展望未來
香港楊衢雲紀念協會成立

陳守仁吳天賜等出席
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主席陳守仁，兩岸和

平發展聯合總會理事長吳天賜，孔教學院副院
長呂天增，香港泉州台商投資區同鄉總會會長
王萬材等受邀出席典禮，與楊氏宗親、福建同
鄉、各界友好逾300人歡聚一堂，共同緬懷革命
先賢，展望未來。

薛鳳旋張詩劍楊維明到賀
當晚筵開26席，場面熱鬧。出席主禮嘉賓還包

括：香港浸會大學中國研究所教授薛鳳旋，香
港中華文化總會理事長張詩劍，世界楊氏宗親
聯誼會副理事長楊維明，香港罐頭飲食商會副
會長李廣林，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副理事長戴方
等。
新一屆理監事成員分別手持楊衢雲紀念刊、

傳記作品入場，全場共同向先烈遺相行三鞠躬
禮，以表敬仰之情。儀式上，來賓共同見證首
屆理監事隆重就職，陳守仁鄭重將首屆聘任證
書頒予該會，由理事長楊丕漢代表接受。
「以楊衢雲先烈的名字申請成立的協會，今

晚正式誕生了。」理事長楊丕漢首先致辭時動
情表示，協會就似一顆種子，從今天開始在香
港發芽、生長、開花、結果，希望廣大社團和
各界友好一如既往支持該會，支持有關紀念和

宣揚楊衢雲先烈的活動。

陳守仁：發揚楊衢雲精神
陳守仁致辭則強調，楊衢雲作為有重要歷史

意義的人物，百多年前已經抱定推翻滿清封建
政府的先進思想，既是福建的光榮，也是中華
民族的先行者。他相信香港楊衢雲紀念協會的
成立，未來將發揮更大作用，令兩岸以及世界
各地的華僑華人深入了解這位有智慧、有先進
思想的革命人士，並相信協會必將楊衢雲的精
神發揚光大。
吳天賜有感而發表示，革命總有先行者和先

知先覺者，楊衢雲正是這樣的人，卻在很長一
段時間不為人所知，他的革命精神和先進思想
值得肯定與發揚，也值得更多人前仆後繼參與
其中，正因為此，他才支持紀念楊衢雲活動以
及支持協會成立。

楊興安：孫中山楊衢雲相扶持
協會顧問、楊衢雲唐侄楊興安致辭時衷心感

謝出席人士及支持紀念活動的各界友好。他強
調，楊衢雲與孫中山都是革命偉人，二人攜手
革命、密不可分，沒有孫中山的革命，楊衢雲
的理想亦是泡影。
當晚，大會特邀香港廈門聯誼總會策劃和表

演，為晚宴獻上一台精彩豐富的節目，席間，

賓主舉杯共飲，暢敘友情，盡興而歸。首屆理
監事架構包括：榮譽顧問楊孫西、蔡素玉、陳
金烈、吳天賜、李仲樹、黃均瑜、關穎斌、莊
綿綿，名譽顧問許清安、蔡世傳、洪連杉、許
振隆、楊寶林，顧問楊炳坤、楊協生、歐文、
楊興安、楊汝生、楊青、董承耕、楊學潾、楊
其仁、楊亞再、戴方、楊允領、楊文坤、趙炳
日午、楊炳宣、楊柳、楊遠芳、楊漢文、楊清
芳、李志從、李偉雄、楊維明、楊小龍、楊雅
量、洪朝南，理事長楊丕漢，副理事長柯捷
思，楊錦清，監事長莊淑卿，副監事長李天
元、楊錦聰，秘書長莊樹煌，副秘書長杜雪
玉、陳澤謀、楊清芬、楊偉勤、張潤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解玲）旨在承繼革命先烈楊衢雲不朽精神的香港楊衢雲紀念

協會，昨日假北角新都會大酒樓舉行「各界紀念香港興中會首任會長楊衢雲先烈逝

世111周年、輔仁文社創立122周年大會暨香港楊衢雲紀念協會成立及首屆理監事就

職典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潔穎澳門報道）澳門行政長官
崔世安日前前往比利時對歐盟進行訪問。此行主要是與
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及歐洲議會就貿易、文化產業、
環保及教育等方面探討加強合作，澳門特區政府日後亦
會不斷商討及落實這幾方面工作。
崔世安9日抵達布魯塞爾後，隨即與訪問團一行前往

澳門駐布魯塞爾歐盟經濟貿易辦事處參觀，並於10日中
午與比利時副首相兼外交、外貿、歐洲事務大臣雷恩代
爾會晤並共晉午宴。

崔世安介紹澳門發展
澳門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譚俊榮表示，會晤氣氛友好

融洽，崔世安除向雷恩代爾介紹了澳門各方面的發展情
況外，更提到澳門如何加強與廣東省的合作，推動經濟
適度多元，雙方希望就經貿合作方面尋求更大的合作空
間，特別是比利時商業機構在澳的投資，以及促進中國
內地和澳門商人到比利時投資等，並邀請雷恩代爾在今
年6月訪華期間順道到澳門訪問。

促歐盟澳門友好關係
隨後，崔世安更與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會面，就促

進歐盟與澳門的友好關係，深化彼此間在各領域的交流合作進行溝
通，會面時雙方認同有良好合作前景並會共同尋求創新合作。會
後，崔世安向傳媒表示，雙方主要回顧及展望澳門特區與歐盟的工
作及合作成果，同時希望未來能夠加強在商貿活動、高等教育、文
化創意產業及環保領域的合作。

巴羅佐：澳經濟發展佳
巴羅佐則表示，與崔世安的會晤非常重要及有成果，指澳門經濟

發展成果突出，可譽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成功例子。他表示，知道特
區政府在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方面作出不懈努力，歐盟是樂意與
特區政府共同推動這方面的工作，而歐盟亦希望與澳門加強文化和
高等教育等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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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四邑商工總
會日前假中環會所舉行了第三十一
屆和第三十二屆理監事會交接典禮
暨2012年元旦團拜。何煜榮榮任新
一屆理事長，前任理事長黃乾禧任
新一屆監事長。交接儀式由榮譽會
長趙文合主持，在該會首長與會員
近百人見證下，黃乾禧移交印信予
何煜榮。

黃乾禧趙文合謝各界支持
黃乾禧和趙文合分別致辭。黃乾

禧衷心感謝該會同仁和社會各界在
其任內的大力支持，群策群力；如
今新年伊始，辭舊迎新，自己任期
告滿，新屆理事長何煜榮眾望所
歸，必能帶領該會同仁積極參加各
項事務，讓會務更上一層樓。趙文
合致辭時衷心感謝黃乾禧帶領全體
監理事為該會作出的貢獻，新一屆

理事長何煜榮乃資深社會賢達，長
期為社會作出貢獻，社團經驗豐
富，相信必定能帶給該會新氣象，
令會務蒸蒸日上。
何煜榮發表元旦獻辭。他說，回

顧2011年，雖然金融業受到震
盪，但隨 國家進步，本港經濟
持續穩步發展，各行各業明顯好
轉。

鄒尚武陳啟球梁健成出席
主禮嘉賓進行切餅儀式，一同祝

願該會會務興隆，成員身心康泰。
出席的該會首長還包括榮譽會長鄒
尚武、陳啟球、梁健成，副理事長
鄒悅仁等。
第三十二屆理監事會成員包括：

理事長何煜榮，監事長黃乾禧，副
理事長鄒悅仁、陳啟球、梁健成，
以及各組主任、理監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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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記者 程相

逢、芮拴穩、

張菁菁 鄭州報

道）在河南政
協港澳台僑委
員討論會上，
各港澳委員積
極為河南及豫
港、豫澳的經
貿往來出謀獻

策。政協委員、澳門青年企業家協
會會長馬志成表示，河南有 良好
的發展前景，而澳門與葡語系國家
有 傳統的緊密關係，具有自由開
放的世界性經濟網路。增強豫澳合
作不僅能讓河南的商業組織為澳門
企業家提供資訊，而且為河南企業
家到澳們和葡語國家投資提供服

務，互補、資源分享雙贏。

馬志成: 豫澳直航加強經貿
馬志成今年的提案是「增開豫澳

直航並組建豫澳考察團對葡語國家
巴西、葡萄牙、莫桑比克等地進行
考察」。 他說，這樣就可以推動河
南的發展，又可以把「河南」這個
品牌通過葡語平台傳播出去。
馬志成說，這10幾年來，澳門有

了劃時代變化，澳門已經不再是以
往安靜的小漁村，而是正向國際性
都市方向發展的重要城市。立足祖
國，我們也看到了內地巨大的發展
潛力，在中原區澳門已經與湖北和
安徽建立了直航，如若在新形勢下
和河南也建立直航，就算一周只有
兩班也會明顯增強兩地的經貿往
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巧顏）城鄉居民共和協
會（城鄉會）日前假屯門青山灣三聖村商場嘉
彩漁村酒家隆重舉行首屆就職典禮，大會筵開
118席，逾千人出席，熱鬧溫馨。「城鄉會」創
會會長陳強與該會副會長文志雙、張銓漢、鄧
勵東、程振明、鄧賀年，主席陶錫源，副主席
曾展雄，秘書長姜啟邦宣誓就職，矢志促進城
鄉共融，建設和諧社區。

陳強：保育新界鄉土文化
陳強在致辭時介紹「城鄉會」成立的目的，

在於促進城市與鄉村的融合，倡議保育新界鄉
土文化，建設和諧社會；舉辦社會服務，以扶
助有需要人士；並關注公共政策及施政，反映
居民意見，促進改善民生。

他表示，「城鄉會」強調發展新界並非只是
盲目的都市化，更應該保育鄉村地區，重視城
鄉的融合；同時，支持本土經濟發展及民生改
善。他指出「城鄉會」特別關注扶助老弱病殘
及有需要人士，除主辦多元化社會服務外，更
設立「社會服務基金」，資助地區社團及居民組
織舉辦社區公益活動。他稱「城鄉會」的成立
只是踏出了第一步，希望大家日後齊心合力，
共建豐盛和諧社會。

陶錫源：城鄉共和改善民生
陶錫源在致辭時表示，「城鄉會」強調城鄉

共和，和衷共濟，以改善居民的生活。他認
為，香港一方面要發展新市鎮，一方面也要保
育香港的本土文化，「城鄉會」的宗旨便是以

持平的態度，兼顧新市鎮和鄉村的發展，以步
向城鄉一體化，達至城鄉互補發展。

出版《城鄉通識》促共融
據悉，「城鄉會」剛成立已獲超過150個村代

表、10多個議員辦事處以及20多個社區團體
加入成為該會會員。「城鄉會」還特別編輯
和出版了《城鄉通識》，旨在體現該會推動
城鄉共融的精神，邁向共建豐盛和諧社會的
目標；還出版了《城鄉會創會特刊》，藉
多篇專題文章，加強公眾對「新界鄉村」及
「可持續發展的新市鎮」的了解，以促進本土
均衡發展。
大會還準備了豐富的文藝表演娛賓，並設有

抽獎遊戲助興，氣氛熱烈，賓主盡興。

香港文匯報訊 由東區康樂體育促進會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東區民政事務處協辦、東
區區議會贊助之「東區兒童足球友誼邀請賽
2011」，早前在 魚涌公園第一期人造草地足球
場舉行頒獎典禮。

黎潔晶周達成等主禮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理東區康樂事務經理黎

潔晶、東區助理警民關係主任周達成、東區康
樂體育促進會主席李廣林、副主席伍青嶽等出
席主禮。

當日比賽分3個組別進行，參賽的小朋友和家
長都全程投入整日的賽事中，過程既緊湊又熱
鬧。結果高級組、中級組和初級組分別由小七
龍體育會、南天龍足球隊和小可愛奪得。

李廣林在致辭時表示，該會向來 重體育訓

練的工作，對象除成年人外，對小朋友更為重

視。目的就是希望小朋友除了讀書之外，從小

就獲得正規的體育訓練。該會設立的兒童足球

訓練班，目的就是讓學員們透過活動強健體魄

和增強自信，促進學員之關係，發展共同興

趣，並建立團隊精神及訓練合作的能力。他除

了鼓勵各位參賽的小朋友積極練波之外，更希

望大家努力讀書，讓家長放心在課餘時間，帶

大家參加這項有益身心的運動。

東區康體會辦兒童足球賽

■崔世安(右)與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會面。

■香港楊衢雲

紀 念 協 會 就

職，主禮嘉賓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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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曾慶威攝

■陳守仁(左)頒發首屆聘任證書，由楊丕漢理事

長代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陳強致辭介紹城鄉會宗旨。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巧顏 攝

■東區兒童足球友誼邀請賽參賽者合照。

■馬志成建議豫澳

直航。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張菁菁攝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切蛋糕慶祝元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