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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辦員工保齡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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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桂康林武王國強等赴會 徐建華姚康款待
廣東社總慶回歸千人訪東莞

香港文匯報訊 東華三院日前假
荃灣灣景花園商場奇樂保齡天
地，舉行「東華團隊盃2012」員
工保齡球比賽，由該院員工福利
委員會舉辦的保齡球賽，一直深
受同事支持，更藉此增進彼此的
感情，同時讓員工舒展身心，達
致強身健體的目的。

陳文綺慧主持開球禮
保齡球賽由東華三院主席陳文

綺慧主持開球禮。
東華董事局並邀得香港商業電

台、香港匯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
公司、離島扶輪社及香港海洋公
園派員參加董事局嘉賓友誼賽，
一較球技，為賽事增添熱鬧氣
氛。

廣華洪於祿林寶蓮奪冠
今年共有174名員工組成29支隊

伍參賽，競逐隊制、男子個人及
女子個人冠、亞、季獎項，結果
分別由廣華醫院「放射一擊隊」
衛冕隊際冠軍、東華三院賽馬會
展毅日間活動中心暨宿舍「自由
人隊」和廣華醫院「神奇力量隊」
分別奪亞軍及季軍；男子個人冠
軍由東華三院賽馬會展毅日間活
動中心暨宿舍的洪於祿蟬聯冠
軍；女子個人冠軍則由東華三院
賽馬會展恆日間活動中心暨宿舍
的林寶蓮奪得；董事局嘉賓友誼
賽由匯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
公司勝出，當中戴偉川更獲得一
項個人獎項。

青年地質保育大使招學員

香港文匯報訊 由新創建及香港
地貌岩石保育協會合辦的「新創
建香港地貌行」今年踏入5周年。
為進一步推廣地質保育的訊息，
主辦機構今年將擴大「青年地質
保育大使」培訓計劃的規模，增
設名額讓更多入選的高中學生接
受專業地質培訓，拓展學習領
域，配合新高中課程內「其他學
習經歷」的要求。
培訓期內表現出色的隊伍更可

免費參與廣東丹霞山世界地質公
園考察活動，並與當地學生交
流。活動日前舉行簡介會，年青
偶像狄易達出席並擔任活動大
使。

邀優秀學員考察丹霞山
「青年地質保育大使」培訓計

劃第二屆舉辦，準備招募180名全
港中四及中五學生參與20多小時
的地質保育培訓，並透過考察、
校內推廣活動及公眾導賞團，活
用地質保育知識，提升溝通技
巧和領袖才能。表現優秀的學
員及其顧問老師更可免費參加中
港地質考察交流團，於本年底前
往廣東省丹霞山世界地質公園考
察，與內地學生交流。計劃現正
接受全港中學提名或學生自行組
隊參加，截止日期為2012年7月31
日。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潮州商會日前在會館接待來自珠海市僑
聯代表團嘉賓。代表團由團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市僑務
局局長、市僑聯主席吳小濠率領，團員有駐會專職主席張英
龍，市委統戰部副調研員葉婉娜、科長黃遠鴻、副科長楊毓
婷，及香洲區僑務局局長黃芳，金灣區外僑局局長蔣曉准，
金灣區僑聯副主席蘇勤福，斗門區僑辦主任鍾建國，斗門區
僑聯主席黃南生等。

陳幼南：盼助潮商珠海發展

陳幼南對珠海客人蒞港第一站便到潮州商會表示熱烈歡迎
和衷心感謝。他回顧了商會多年來和珠海的多種聯繫，尤其
是月前組團到珠海橫琴參觀訪問的愉快行程，希望珠海客人
多些出謀獻策，幫助潮商走進珠海大展拳腳。他為客人介紹
了潮州商會的概況，包括為近百年歷史商會採取的積極培訓
潮青繼承優良傳統、增加時代活力，以及推動全球潮籍博士
專家大聯盟，組建高端智庫的計劃，為潮商的發展，為國
家、香港和家鄉建設做出更大的貢獻。

吳小濠：擴大宣傳合作力度

吳小濠感謝潮州商會的熱情接待。她說，珠海僑聯代表團
第一次到訪香港潮州商會，就有一種融洽的感覺，相信是珠
海與香港一衣帶水親切關係的原因。她表示，新一屆珠海僑
聯會希望與香港各界建立更加緊密聯繫的願望。她邀請潮州
商會首長多些到珠海，認為潮州商會在發展規劃、人才建設
和總結推廣經驗上大有借鑒之處，希望擴大雙方的宣傳合作
力度。

林宣亮胡楚南魏偉明發言
常董林宣亮、會董胡楚南及魏偉明先後發言。他們都表示看好珠海

的發展形勢，尤其是橫琴列入國家發展規劃，必將令珠海的發展前景
看漲。出席接待活動的商會首長和會董還有李焯麟、張少鵬、陳偉
泉，秘書長林楓林，及主任秘書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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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香港特別行
政區全國政協委員視察團昨日圓滿結束在吉林
省視察活動返港，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參加
了部分視察活動。訪吉期間，吉林省副省長陳
偉根等吉林省及相關地市黨政負責人，在延吉
市與視察團成員舉行了座談會。
座談會上，香港特區全國政協委員暢所欲

言，既肯定了吉林省的跨越式發展，也對今
後如何加快吉林省建設和發展提出了寶貴意
見。

吳光正：可借鑒香港提高競爭力
視察團團長、全國政協常委吳光正表示，香

港和吉林的互補性空間很強。吉林現在正面對
對外發展的良好契機，可以積極借鑒香港在人
才、服務、中小企業等領域的發展經驗，提高
吉林省的產業競爭力。
委員們提出，隨 圖們江區域合作開發規劃

綱要的實施和圖們江區域（琿春）國際合作示
範區的設立，應該加大對長吉圖區域發展的投
入力度，發揮吉林地處東北亞區域中心的後發
優勢，促進邊境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

李嘉音：長白山資源豐帶動發展
「長白山是一座寶藏，這裡的資源還可以開

發得更好。」委員李嘉音說，長白山擁有人文
景觀、中草藥和朝鮮族、滿族的少數民族文化
資源，應該把這些資源系統規劃起來，用國際
視野打造。「長白山如果能留住遊客住2、3
天，而不是看看天池就走，這裡就會旺起來，
並帶動吉林的發展。」

彭磷基：港應學吉林宣傳愛國教育
委員彭磷基說，參觀長春偽滿皇宮博物院讓

他很受震動。香港應該學習吉林宣傳愛國教育
的辦法，設立歷史博物館教育下一代。這一
建議得到了香港青年協會總幹事王 鳴的響
應。她表示，吉林是很好的歷史和生態教育基
地，她有興趣推動香港青年到這裡接受國情教
育。
全國政協常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楊崇

匯表示，通過視察，委員們進一步加深了對吉
林省情的再認識。全國政協可以作為兩地良好
互動的平台，讓香港人士更好地為吉林進一步

改善開發開放環境貢獻力量。

陳偉根邀委員出席東北亞投博會
在聽取了委員們的建議後，陳偉根說，在產

業發展方面，吉林下一步將重點發展汽車、石
化、農業深加工、醫療、光電等；在旅遊推廣
方面，將精心打造長白山滑雪，查干湖捕魚、
松花湖霧淞旅遊產品，並將長白山塑造成世界
一流的旅遊休閒度假目的地。
他向委員們發出邀請，歡迎9月再來長春參

加東北亞投資貿易博覽會，為吉林發展提出更
多寶貴的意見。
視察團成員包含約40位香港特區全國政協委

員，他們於20日開始，走訪長春市、吉林市、
敦化市、延吉市等地，視察中國第一汽車集團
公司、長春客車廠等企業，並與吉林省及相關
地市負責人進行座談、交流。
據了解，自1993年以來，港澳地區全國政協

委員共對內地進行了50餘次視察活動，足跡遍
及大江南北。視察活動增進了港澳地區全國政
協委員對內地發展情況的了解，促進了港澳地
區與內地省份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港政協委員視察吉林會陳偉根

楊志紅主持午宴姚康致辭
午宴由總會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志紅主持。姚

康代表徐建華致辭，對廣東社團總會組團訪問

東莞表示熱烈的歡迎，同時高度肯定總會愛國
愛港愛鄉，精誠團結粵籍鄉親，為國家統一、
為香港繁榮穩定、為東莞社會發展作出重要的
貢獻。在介紹該市新一輪發展後，他期望總
會繼續關心支持東莞發展，在引進先進技
術、管理經驗，及促進莞港交流合作方面搭建
橋樑。

林武：東莞社會經濟發展好
林武致辭時亦讚揚廣東社團總會是人員最

多、戰鬥力最強的愛國社團之一，在主席王國
強的帶領下，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積極投身愛
國愛港事業，為香港繁榮穩定、為愛國愛港力
量發展壯大，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期望總會
今後一如既往地支持愛國愛港事業的發展，支
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他又提到，東莞是改革
開放的一顆明珠，在市委、市政府領導下，社
會經濟保持良好的發展。
王國強表示，總會今年推出連串慶回歸活

動，東莞之行是系列活動之一。

王國強：推動兩地經貿合作
回顧總會這15年的發展，他說，廣大粵籍鄉

親齊心合力，同心同德，高舉愛國愛港的旗
幟，凝聚粵籍社團及鄉親力量，與香港特區共
同成長壯大，至今已有團體會員285個。他也指
出，東莞在改革開放後商機無限，總會不少首
長均在東莞投資。未來總會將從民間層面積極
推動莞港兩地的經貿合作。

登「金城台」參觀展覽科技館
訪莞期間，參訪團一行前往王國強府宅「金

城台」參觀，王國強父親王錦輝親自接待，送
上美味的東莞荔枝予團員品嚐。團員其後亦參
觀了東莞展覽館、科技館，遊覽名勝景點，親
身了解東莞最新發展。
當晚，廣東社團總會在龍泉國際大酒店設宴

款待參訪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為慶祝

香港回歸15周年，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日

前舉行「慶祝回歸十五載 粵籍社團一家

親」活動，組織逾90個屬會的首長及會

員1,000多人，浩浩蕩蕩地前往東莞市

參觀訪問。東莞市委、市政府在會展國

際大酒店設午宴盛情款待參訪團一行，

出席的領導包括東莞市委書記徐建華、

副書記姚康，中聯辦副主任黎桂康、林

武，以及參訪團團長、香港廣東社團總

會主席王國強等。

香港文匯報訊 東區協進社日前在新都會酒
樓舉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5周年暨第八屆
委員就職禮」。李少榕獲連任，當選新一屆
主席，率全體會董正式就職。

陳偉峰鍾樹根丁毓珠主禮
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陳偉峰，東區民

政事務專員許英揚，東區區議會主席鍾樹
根，香港島各界聯合會首席會長丁毓珠，香
港東區各界協會會長黃順源，行政會議成
員、香港立法會議員李慧 ，香港警務處東
區助理警民關係主任周達成出席主禮。
李少榕致辭時指，該會創會23年來，秉承

創會宗旨，堅持愛國愛港，扎根東區，擁抱
社區；關注民生，服務街坊，為社區帶來正
能量，為香港的順利回歸和繁榮穩定，發揮
積極作用，受到社會各界充分肯定。

■7月26日，原四川省副省長、四川省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徐世群

（中排左六）率「關愛明天—川港青少年文化交流夏令營」一行到訪香港文匯報，

獲本報財務總監邵詩利（中排左七）等熱情接待。

川
港
青
少
年
交
流
營
訪
本
報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沈清麗) 九
龍義工團日前假九龍尖沙咀街坊福
利會禮堂舉行「活出繽紛．傑出義
工嘉許禮2011-2012」。九龍義工團
自去年起，每年舉行大型義工選
舉，以表揚及肯定義工們的努力及
貢獻。今年5至6月間，舉辦「活出
繽紛．傑出義工選舉2011-2012」，
選出該團一眾傑出義工及領袖。

王小靈楊立門聶德權主禮
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王小

靈、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楊立
門、社會福利署署長聶德權主禮，
當日出席嘉賓及義工人數逾800
人。評審嘉賓包括費斐、余秀珠、

梁愛蓮、羅德慧、麥宜全等。

黃少康：聚力量發放正能量
該團總監黃少康在典禮致辭時表

示，「活出繽紛．積極人生」作為
義工嘉許禮的主題，體現出一眾義
工的熱心助人態度以及積極人生
觀。
他期望透過舉辦今次的嘉許禮，

既能凝聚該團義工力量，以行動鼓
勵及肯定參與義務工作的熱心人
士，也同時希望把正能量發放開
去，共同建立一個仁愛的社會，讓
更多人能夠「活出繽紛色彩，積極
美麗人生」。
傑出義工選舉共設4個獎項，包

括「躍動之星─義工領袖服務
獎」，共25人獲獎；「活出繽紛─
傑出義工服務獎」，共約63人獲
獎；「積極人生─個人義工服務
獎」，於去年參與義工服務時數達
100小時或以上的義工，共逾2,000
多名；「積極人生─義工服務之
星」，由去年服務時數最高的3位資
深義工黃赤心、黃雪樂、謝港就獲

獎，其中黃赤心的服務時數高達
1,700小時。

王國強高寶齡王惠貞出席
出席的九龍義工團首長包括榮譽

總監王國強、高寶齡、馮洪章、王
惠貞、鄧祐才，名譽總監黃春平、
吳慧英、容海、伍庭光、鄧婉玲，
副總監陳華裕、呂金房等。

■狄易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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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記者

沈清麗攝

■潮州商會首長接待珠海僑聯嘉賓。

■陳文綺慧（後排左六）與董事局嘉賓友誼賽得獎隊伍合照。

■參訪團到訪王國強府宅「金城台」，與其父王

錦輝合照留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沈清麗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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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繽紛．傑出義工嘉許禮」上獲獎的義工合照。

九龍義工團嘉許傑出義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