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600位社會各界人士見證下，新界工
商業總會青年網絡首席會長、會長陳

博智率領全體成員宣誓，同心培養新生代。
陳博智在致辭時表示，年青一代擁有無限的
發展潛能，只要給予適當的機會和鼓勵，他
們憑 一顆有理想、有抱負、有承擔的心，
通過不斷的磨練鞭策，將來定能成為出色的
領導者。

陳博智冀青網培養新生代
展望未來，陳博智說，青年網絡將秉承創

會宗旨，貫徹培育明日領袖的理念，與青年
並肩同行，透過不同的交流活動、講座、事
業導航及經貿考察等工作，讓他們看得更
遠，飛得更高，在青年網絡這個平台上發光
發亮，展現未來社會領袖的光芒。「期望青
年網絡能與各界攜手，同心培養新生代，讓

一眾未來領袖互相激勵，發展事業，回饋社
會」。

青年網絡主席陳曉津表示，香港的政治、
經濟及社會不斷變化，啟發自己為青年網絡
重新定位，為未來工作訂定清晰的目標，及
為往後會務發展制定具體的策略：對內方
面，首要任務是要繼續擴大會員基礎，吸引
更多年青專業才俊加入青年網絡；同時加強
會員的團結及凝聚力，增進會員交流，讓他
們的專業得以發揮。

推公民教育內地考察活動
在對外方面，青年網絡希望繼續與特區政

府和其屬下的諮詢委員會合作，舉辦慶回歸
15周年的紀念活動，推動香港的公民教育。
同時準備舉辦針對本港大中學生的全港性活
動，包括跨區合作的體育、競技或學術比
賽，及舉辦內地交流考察及訪問活動，其中
以珠三角為首選。

青年網絡新一屆執委會成員包括首席會

長、會長陳博智，主席陳曉津，會長邱慶
平、鄧觀送、馮世富、高玉鼎、王槐裕、羅
孟慶、潘家雄、岑旗開、高偉國、張志光，
副主席關卓鉅、巫辰冬、彭遠征、方約拿
單、楊潔玲，秘書長葉文中，副秘書長李

豪、朱偉雄、劉淑燕，司庫潘國政。

助會員發展參與社會事務
香港新界工商業總會青年網絡是一個不分

地域界限，由年輕工商界人士和專業人士等

組成的愛國愛港青年團體，旨在向年輕工商
界人士和專業人士提供一個良好的商業網絡
及活動平台，協助會員的業務發展，並提供
參與社會事務的機會，鍛煉自己，貢獻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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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回歸15周年 王志民李文李宗德陳振彬張興來主禮
新界工商總青年網絡執委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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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鮑笑薇獲世界女童軍嘉許

何文田街坊會包 賽慶雙親節

福建社聯宴閩文化產業招商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香

港新界工商業總會青年網絡（青年網

絡）第二屆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暨慶

祝香港回歸15周年晚會，日前假旺角

帝京酒店舉行。中聯辦副主任王志

民、新界工作部副部長李文，公民教

育委員會主席李宗德，青年事務委員

會主席陳振彬，香港新界工商業總會

主席張興來出席主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沈清麗）香港福建社
團聯會日前設宴歡迎由福建省委常委、宣傳
部部長袁榮祥率領的福建省文化產業招商推
介活動訪問團成員。

會面中，聯會主席、全國政協委員林樹哲
向袁榮祥表達一個心願，希望得到省政府的
協助，編輯出版《福建人在香港》（暫定書
名）一書，詳盡介紹福建人在香港的歷史歲
月，留給下一代作文化寶藏。袁榮祥對此表
示贊同，指省政府會全力支持做好資料搜集
工作。

林樹哲歡迎袁榮祥一行
袁榮祥是次來港，主要宣傳推介福建省文

化產業項目，以邀請廣大的閩籍鄉彥、各界
企業家到當地投資興業。

藉此良機，林樹哲向袁榮祥建議，福建人

移居香港的歷史源遠流長，據了解在元明時
期福建人已登陸香港，或經香港前往東南
亞。現在居港的100多萬閩籍鄉親，是香港
一個重要的族群，他們勤勞拚搏、團結進
取、正直包容，一直保存 閩南文化的豐富
內涵和素養，在香港這塊神奇多元的土地
上，形成一道獨特的人文景觀。

擬出版福建人在港軌跡
林樹哲續說，為了正確記錄福建人在香港

的歷史軌跡、文化傳承、生活狀況，作為代
代留傳的文化寶藏，他一直有個心願，希望
編輯出版相關書籍，讓閩籍子弟不忘祖根、
不忘歷史。「我希望省政府『給力』，提供
各類官方資料，我也會動員集資，共同完成
此心願」。

袁榮祥發言時表示，對此建議很有「同感」

和「開心」。他說，文化產業是經濟發展的
重要部分，該書籍能夠反映福建人的文化內
涵素養，省政府將予以全力支持，搞好資料
搜集、出版發行的工作。

閩推介150地方特色項目
袁榮祥也指出，配合國家文化大繁榮大發

展的政策，福建省專門召開會議推出支持文
化產業發展的政策措施，此次來港推介150
個具地方特色的文化產業項目，邀請本港鄉
彥和各界企業家投資興業，尋找企業新的增
長點。

他說，閩南文化要「走出去」，走向世
界，在世界發揚光大，除了借助香港這一平
台，也要眾多華人華僑的傳承發展，希望在
港閩籍鄉彥發揮橋樑和紐帶的作用，為閩南
文化「走出去」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何文田街
坊會日前假百樂門酒樓舉行一年一度慶雙親
節暨端午節包 比賽聯歡茶會，逾300位坊
眾出席。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何靖，九
龍城民政事務助理專員陳庭恩出席主禮。該
會理事長朱蓮芬，副理事長徐美雲，首席副
監事長林雪梅，會長丁健華等首長，與在場
公公婆婆、街坊們親手包 慶佳節，氣氛溫
馨美好。

朱蓮芬（芬姐）表示，母親節和父親節是
特別有意義的日子，一年一度的慶祝雙親節
活動，旨在表達對父母親的尊敬和感恩。

朱蓮芬望構建和諧社區
芬姐亦藉此良機匯報多項喜事，她說，會

長彭曉明，還有鄭利明、王惠貞成功獲選為
九龍城區議員，林雪梅、丁健華成為九龍城
何文田分區委員會的委員。她希望社區人士
共同努力，把何文田構建成為一個和諧、健
康、宜居的美好社區。

何靖致辭時表示，多年來，街坊會在理事
長朱蓮芬帶領下，在社區進行長期持久服
務，從剛才所報的喜事，足見街坊會凝聚了
社會精英和棟樑，為社會和諧做了大量工

作。
端午節包 子是中國的傳統習俗，在包

比賽上，芬姐和徐美雲等亦紛紛落手與一眾
婆婆包 。徐美雲笑說：「以往都是我媽媽
包 ，我吃 ，我自己不會包。我吃 和別
人不一樣，吃鹹 時愛粘糖，更有一番滋
味。」談到其愛子彭穎生如何為她慶祝母親
節，徐美雲笑 搖頭道：「他說是秘密，叫
我放心交給他安排。」

將辦移動程式App比賽
另外，身兼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主席的朱

蓮芬透露，由協進會聯同香港文化教育交流
協進會、中天動力將共同推出「香港移動程
式APP SANITY2012寫App比賽」。她說，隨

移動上網電話在香港廣泛普及，希望藉此
賽事鼓勵青少年發揮創意。

中天動力負責人江慶恩指，今次賽事以
「創新科技、創新思維、創造就業」為主
題，登記日期為本月15日至6月30日。而Apps
開發日期為7月1日至9月30日，這段期間內，
系統會紀錄每個App的個別用量，最快達到
指定用戶量的App可以獲大會送出的高達53
萬元獎金和證書，共有128個中獎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女童軍總會會長曾
鮑笑薇對推動女童軍運動發展不遺餘力，
其傑出貢獻得到世界女童軍協會嘉許，獲
頒「世界女童軍協會亞太區嘉許獎」。為
隆重其事，世界女童軍協會亞太區委員會
主席劉麗貞日前親臨香港，向曾鮑笑薇頒
授此獎項。

女童軍亞太最高榮譽
世界女童軍協會亞太區嘉許獎每3年頒

發一次，是世界女童軍協會亞太區最高榮
譽，曾獲此榮譽的包括新加坡女童軍前任

贊助人、新加坡前任總統納丹夫人，汶萊
女童軍協會前任會長、汶萊公主Hajah
Masnah以及泰國女童軍協會創辦人Lady
Kanok Samsen Vil。

嘉許獎頒授儀式日前假港麗酒店舉行，
除了女童軍會員外，各界嘉賓並有160多
人出席，一齊祝賀曾鮑笑薇獲得此項殊
榮。

曾鮑笑薇服務香港女童軍16年，1995年
擔任該會副會長，2005年擔任會長，其間
積極協助推動女童軍運動發展，成績超
卓。

香港文匯報訊 由寧港青年交流
促進會主席、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
委員徐小龍率領的一行24名香港及
台灣企業家組成寧夏經貿考察團，
日前赴寧夏覓商機。團員獲得寧夏
回族自治區政府高度重視，寧夏回
族自治區黨委常委、統戰部部長馬
三剛在銀川市會見了商務考察團。
馬三剛說，寧夏經濟快速發展，民

族團結，社會和諧，希望港台企業
家多走走、多看看，了解寧夏、關
注寧夏、投資寧夏。

訪葡萄種植基地覓商機
港台企業家考察團在寧夏4天行程

中，實地考察寧夏青銅峽葡萄種植
基地等，並參觀多間葡萄酒莊展
等。在市領導的陪同下，深入了解

了投資環境和特色產業專案建設情
況，尋求雙方合作交流商機。考察
結束後，考察團成員紛紛表示，寧
夏自然資源豐富，擁有良好的投資
環境。

多位葡萄種植專家大田園農場場
長邱豐舜、台灣省高雄縣橋頭鄉鄉
長陸安民、台灣南投縣農會理事長
蔡明源、台灣南投縣農會供銷部主

任林永森、專業葡萄農陳登錄、廣
東省恩平農家好生物科技公司董事
長黃永昌等參加了是次活動。其他
同行企業家包括中華青年企業家協
會理事長陳建騏、陽光網絡有限公
司董事陳龍盛、德佳管理（香港）
有限公司董事周偉民、豪華飲食集
團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陳嘉華、香
港大中華專業管理協會執行副主席
黃凱雄、香港青年創業家聯盟副主
席陸珊和利合資源有限公司總經理
范希臣等。

港台企業家考察寧夏經貿

香港文匯報訊 貴州大龍經濟開發
區日前在香港港島萬麗海景酒店舉
行重點項目合作懇談會，就工業、
服務業、農業等22個專案進行招商
推介。香港投資推廣署、大龍經濟
開發區管委會、香港中國商會高層
分別在推介會上致辭。

富士產經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基
恩國際集團、香港中國商務中心有
限公司等企業與大龍開發區簽訂了
合作意向書。

聶啟莉介紹開發區規劃
是次懇談會加強了兩地的合作和

交流，為經濟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
礎。在合作懇談會上，大龍經濟開
發區招商引資局副局長聶啟莉介紹
了開發區規劃和發展目標。她說，
近年來，開發區圍繞「苦幹實幹、
開放創新、拚搶爭快、勇攀高峰」
的精神， 力打造以錳、鋇、鉀為
主的冶金、化工和精細化工產業，
以承接東中部產業轉移為主的勞動
密集型產業，以現代裝備製造業為
主的新能源、新材料開發利用，在
規劃佈局、招商引資、專案建設和

園區開發建設上實現新的突破。

交通暢達能源資源豐富
談到大龍開發區的發展優勢，聶

啟莉介紹說，開發區的優勢首先是
區位優越、交通便捷。湘黔鐵路、
株六複線、滬昆高速公路、320國
道、玉銅高等級公路和正在建設的
滬昆客運專線、銅大高速公路均貫
穿開發區全境，1小時內可到達銅仁
鳳凰機場、懷化芷江機場，形成了
東進西接、北上南下的大交通網。

此外，開發區前景廣闊、可持續
發展力強，已基本形成了冶金、化
工、電力、建材為支撐的工業格
局，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有21家。

她又指出，開發區的資源豐富、
能源充足，周邊100公里半徑內錳
礦、汞礦、鉀礦、煤礦、鉛鋅礦和
重晶石儲量十分豐富，其中錳礦和
鉛鋅礦金屬儲量分別達到9,000多萬
噸、12萬噸，鉀岩石儲量達50億
噸，重晶石佔全國已探明儲量的
80%以上。電力供應充沛，國家電
網覆蓋開發區全境，是貴州「西電
東送」工程的重要支撐點。

■貴州銅仁

大龍經濟開

發區與香港

中國商務中

心有限公司

簽訂合作意

向書。

■香港及台灣企業家與當地領導合照留念。

■曾鮑笑薇在女童軍總會首長陪同下，接受劉麗貞頒獎。

■何文田街坊會包 比賽歡慶雙親節。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福建社團聯會歡迎閩宣傳部部長袁榮祥一行，賓主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香港新界工商業總會青年網絡執行委員會就職禮上賓主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林樹哲希望編輯出版福建人

在香港歷史軌跡的書籍。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陳博智期望青年網絡能

回饋社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