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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武蔣樂儀陳有慶陳經緯王國強等主禮 吳哲歆蟬聯會長
九龍東潮人聯賀回歸暨就職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
會為慶祝飛船「神舟九號」順利完
成13天的太空任務返回地面，前日
在中山紀念公園舉行慶祝會，並把
香港各界祝賀信交予中聯辦，希望
可轉交至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
室，表達港人的歡欣之情。

當日，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在中
山紀念公園舉行「神舟九號」凱旋
慶祝會，吸引達百名市民參與。慶
祝會上有銀樂隊吹奏音樂，帶領參
與人士繞場一周，參與人士不斷歡

呼，高喊祝賀口號，氣氛熱烈。委
員會主席團成員其後將香港各界祝
賀信，交予中聯辦社工部部長張鐵
夫，希望他將港人的祝賀轉交到中
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

各界慶典委員會主席鄭耀棠致辭
時表示，「神舟九號」的航天創舉
證明中國航天事業具備與國際並駕
齊驅的實力，香港對祖國的成就亦
感與有榮焉，而是次壯舉亦是中國
國力提升象徵，有利推動國家建設
和各項事業的高速發展。

王忠秣宴觀塘聯席商發展

馬會助身體敲擊創世界紀錄

港公僕赴青海環保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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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慶委會賀「神九」
賀函交張鐵夫 鄭耀棠：國力提升

浙港簽文化交流合作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 關注觀塘發展聯席

會議成員王忠秣日前宴請聯席一眾

骨幹成員，包括：聯席召集人梁芙

詠，創會主席楊孫西，義務顧問陳

鑑林、何文堯及委員潘進源。應邀

參加晚宴的還有香港廣東社團總會

主席王國強，觀塘區議會副主席蘇

麗珍，觀塘區議員陳國華、陳百

里、顏汶羽以及觀塘工商聯榮譽會

長王啟達。

王忠秣:盼為觀塘發展盡力
王忠秣表示，他年幼時便在觀塘

居住，直至成長及工作都在觀塘，

對這個社區充滿感情，他希望為觀

塘的未來發展盡一分力。過去10

年，他與觀塘聯席的成員共同為觀

塘的持續發展向政府各部門提出建

議。隨 政府發展啟德郵輪碼頭，

2年前起他與聯席成員共同探討郵

輪碼頭如何與周邊地區同步發展，

為此參與和策劃了多項展覽和諮詢

活動。

陳鑑林:關注「起動九龍東」
身兼觀塘聯席義務顧問、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陳鑑林表示，政府在去

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起動九龍東」

策略，九龍東轉型成為了香港未來

發展的重點。有關策略引起了市民

的關注，及社會各界的討論。

陳鑑林說，早在施政報告之前，

觀塘聯席聯同民建聯便就啟德及九

龍東的發展，做了詳細的研究，更

於2011年5月發表了《啟德新天地

你我齊共建》的研究報告，建議以

單軌列車系統貫通啟德區，及通過

港鐵觀塘線和將來沙中線加強啟德

新區的對外聯繫。

此外自去年8月起在九龍東多個

商場舉行了多次的「啟德－觀塘

大橋模型展覽」，吸引過萬名市民

參觀，廣受好評。

大橋模型展移東九辦事處
為配合政府就「連繫九龍東－

環保連接系統」的首階段公眾諮

詢，觀塘聯席與民建聯於6月初起

在區內展開第三輪大橋模型展覽。

聯席現正與土木工程拓展署轄下專

責處理「起動九龍東」事務的「九

龍東辦事處」商討，下階段將展覽

移到位於觀塘海濱的九龍東辦事處

展出。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
託基金撥捐450萬港元，支持香港青
年協會主辦《我們的15年─青年大
匯演》，以多媒體的手法呈現及回顧
香港回歸以來的大事，並邀請多位
演藝界人士和近8,000名青年，於7
月2日在香港體育館共同演繹身體敲
擊，嘗試刷新健力士世界紀錄。

蘇彰德戴健文等介紹活動
馬會慈善事務執行總監蘇彰德日

前聯同廣播處副處長戴健文、龍傳
基金董事李麗娟、香港青年協會總
幹事王 鳴及近200位學生，出席
是次大匯演簡介會，並一起投擲紙
飛機，祝願香港再起飛。

匯演當日，近8,000名青年將在敲

擊樂大師龍向榮帶領下，以身體敲
擊超過5分鐘，演繹《中國人》及

《Mission Impossible》，希望合力刷新
「最大型身體敲擊」健力士世界紀
錄。

趙增熹王廷林與歌手獻技
他們亦會聯同音樂家趙增熹、舞

蹈家王廷林及多位歌手，一起用歌
聲表達香港過去15年的經歷及港人
的精神，包括面對金融風暴的「拚
搏進取」、沙士疫潮時的「奮勇抗
炎」、汶川地震、南亞與日本海嘯
的「樂善好施」、追求民主的「自
由多元」、愛惜保存歷史的「珍惜
傳承」，以乘風破浪15年的「展望
未來」。

陳幼南劉小靜徐和出席
當晚，吳哲歆聯同副會長林景

隆、莊任明、許展鵬、曾祥裕、葉
樹林、陳汀洲、楊育城、邱長喜、
陳強、陳丹丹等熱情迎迓各界來
賓。出席嘉賓還包括：香港潮屬社
團總會主席陳幼南，署理黃大仙民
政事務專員戚瑜暉，觀塘區民政事
務助事專員余嘉敏，汕頭海外聯誼
會會長馬逸麗，汕尾市副市長劉小
靜，潮州海外聯誼會會長徐和，揭
陽市政協副主席方振順等，各界賢
達、友好社團首長、會員鄉親、遠
道而來的廣東省海外聯誼會、廣東
省僑辦、潮汕四市、澄海區、龍湖

區的政府慶賀團。

吳哲歆:助盂蘭勝會入非遺
吳哲歆致辭稱，該會自2008年成

立以來，歷經4個春秋寒暑，在全
體會董的支持和努力下，會務迅速
發展，目前擁有會員人數2萬多
人、16個地區幹事會、15個屬會，
同時緊密聯繫 九龍東28個潮人盂
蘭勝會。

當中，該會協助香港潮人盂蘭勝
會成功加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
錄，協助多位愛國愛港人士成功進
入區議會，以及每年2,000多名會
員參與新春祈福大法會，廣受好
評。

籲發揚潮人團結精神
他深感榮幸獲推選為第三屆會

長，相信新一屆會董會將一如既
往，為廣大潮籍鄉親會員服務，團
結鄉親，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支持愛國愛港人士參選進入議會。
展望將來，他冀望各界社會賢達及
熱心人士繼續匡扶指導，全體仝寅
發揚潮人的團結互助精神，攜手共
策，繼往開來，再創輝煌。

林武致辭 馬逸麗祝福
林武致辭盛讚該會熱心服務社

區，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凝聚鄉
親，如今已累積有2萬多會員，成

績與貢獻有目共睹。他祝願該會在
新一屆會董領導下，會務蒸蒸日
上。馬逸麗代表汕頭市委、市政府
向新一屆會董送上祝福，並望新一
屆會董帶領該會發揚愛國愛港精
神，為家鄉發展作出新貢獻。

當晚典禮筵開逾百席，潮州樂團
在場助興，該會合唱團更高歌《俺
是潮汕人》等曲，婦女部會員們精
心編排旗袍秀，全場氣氛熱鬧，賓
主盡興而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解玲）九龍東潮人聯會日前假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煌府宴會廳，隆重

舉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5周年暨第三屆會董就職典禮暨會員聯歡宴會」。中聯辦副主任林

武，廣東省委統戰部常務副部長蔣樂儀，中國僑聯副主席陳有慶，香港中國商會主席陳經緯，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王國強，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創會主席陳偉南等出席並主禮。吳哲歆連任

會長，賓主1,200多人濟濟一堂，共賀回歸15周年，見證第三屆會董就職，場面熱鬧非凡。

■6月30日，貴州省委副書記、省長趙克志（前排左四）等一行到訪香港文匯

報，獲本報社長王樹成（前排右四）、副社長馮瑛冰（前排左三）、總經理歐陽

曉晴（前排右二） 等熱情接待。

貴州省長趙克志一行訪本報 香港文匯報訊 由9個專業界及中小企社團聯合
舉辦的「兩會後中國經濟發展路向」講座日前假
香港灣仔英皇中心金皇庭酒樓舉行，邀請全國人
大代表劉佩瓊任主講嘉賓，以「兩會後中國經濟
發展路向」為題，講述現時香港、特別是專業界
和中小企面臨的機遇。

四邑同鄉中小企協等合辦
聯合舉辦這次講座的團體包括：聚智商業策劃

學會、職安培訓復生會、四邑同鄉會所、香港中
小企創意工商聯會、中小企國際聯盟、青年至
尊、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香港中小企協
會、南峰青年會。

劉佩瓊圖文並茂分析近期內地經濟建設的成就
和面臨的挑戰。她以詳盡的資料和數據，推介內
地龐大的市場和強勁的內需，將為香港中小企、
高端服務業及專業人士提供良好機遇。她指出，
區域經濟一體化已成為大趨勢，粵港合作、內地
各省市與香港的優勢互補和合作，將有更廣闊的
前景。而中央不斷推出利港措施，相信專業人士
及服務業北上發展的門檻會不斷降低，冀望大家
把握時機，發揮特長，在新一輪區域合作中脫穎
而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茅建興）民政事務局局

長曾德成日前與浙江省簽署《浙江省與香港特

別行政區文化交流與合作協議書》，進一步加

強兩地的文化交流和合作。該合作協議的簽署

標誌 浙港兩地文化交流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曾德成楊建新簽約 李強等出席
曾德成與浙江省文化廳廳長楊建新，代表兩

地政府簽署協議書。浙江省委副書記李強及浙
江省政協副主席湯黎路出席儀式，雙方並於儀
式前會晤，討論日後的合作和計劃。曾德成
說：「香港與浙江省一直有緊密的文化交流，
不同藝術形式的藝團經常作交流演出，兩地的
博物館及圖書館亦時有合作。是項協議的簽
署，將為兩地文化藝術界搭建交流平台，進一
步促進兩地在文化行政管理、人才培訓、籌辦
大型文化活動等多方面的交流合作。」

加強文化交流合作 育藝術人才

根據協議，雙方將不定期地舉行會議或會

面，就進一步加強文化交流與合作事宜進行磋

商，推動文化行政管理部門、文化藝術機構及

藝術家在藝術人才培養、學術研究、青少年文

化交流、大型文化藝術活動的交流與合作，共

同促進中華文化的繁榮、發展與傳播。
協議也鼓勵兩地青少年的文化交流與合作，

共同弘揚和傳承中華文化，以及鼓勵兩地文化
機構合作邀約國外藝術團體和文化藝術機構，
於兩地巡演和巡展。雙方也邀請兩地的知名文
化團隊和人士，參加對方舉辦的藝術節、美術
雙年展、藝術博覽會等大型文化藝術活動，共
同提升兩地文化品牌的影響力。

雙方也同意促進兩地文藝院團、美術館、博
物館、圖書館、小區文化中心等文化機構的交
流和合作，豐富兩地市民的文化生活，增進兩

地民眾相互了解。

官明:辦豐子愷《護生畫集》作品展
浙江省文化廳港澳文化事務辦公室調研員官

明還表示，香港藝術館現正與浙江省博物館合
辦「護生護心─浙江省博物館藏豐子愷作品
展」，展出浙江省博物館珍藏的豐子愷《護生
畫集》精選作品。杭州越劇院也將赴香港來演
出，參加由康文署舉辦的中國戲曲節，今年11
月在杭州西泠印社也將舉辦饒宗頤藝術展。

「相信在浙港兩地政府的共同推動下，兩地文
化交流合作將會越來越頻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孫春妍 青海報道）香港高級
公務員日前組團前來青海交流訪問，並與當地官員
舉行生態環境保護座談會。青海省環保廳副廳長張
青藍、生態處處長任勇、污染排放總量控制處司文
軒等，香港高級公務員訪問團團長郭志德、中聯辦
副巡視員桂嵐等出席座談會。

座談會在青海省環境保護廳舉行。張青藍歡迎訪

問團到青海交流，並向訪問團介紹了青海省環保廳
的擬定並組織實施環境保護政策規劃、落實污染減
排、監督指導生態保護工作、環境污染防治等主要
職責。她說，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能與香港專業人
士交流學習，青海不同於香港，但兩地工作在環境
保護工作上的目標一致。兩地可以進行互動，青海
能夠學習、借鑒有效的經驗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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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秣(前左四)與出席晚宴嘉賓合照。

■慶委會成員把祝賀神九凱旋的信函交予 張鐵夫(左四) 。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九龍東潮人聯會歡賀回歸暨就職賓主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環境保護座談會上雙方代表問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