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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志軍晤專資會訪蘇團
冀推動服務業合作 謝偉銓容永祺率團

■羅志軍與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訪問團合影。站在羅志軍左邊的有會長謝偉銓及創會會長容永祺。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應中國民主建國會（民建）邀請

互動與合作，互補優勢。

於7月底組團到訪江蘇省，受到民建熱情款待及江蘇省當局的禮遇，獲安排分別

魏國強介紹鹽城特色產業

與江蘇省委書記羅志軍、省委副書記石泰峰、省委常委樊金龍、省政協副主席

訪問團其後獲安排與鹽城市市長魏國強會
面。魏市長向團員介紹了該市的經濟發展情
況，以及特色產業，除了汽車、機械製造等
工業，亦開展了風電、節能環保等新興產
業，鼓勵協會促進香港與鹽城的經貿合作。
謝偉銓總結是次行程指，十分高興是次訪
問活動拜訪了江蘇省市級高層領導，同時也
參觀了靜海寺、中山陵、國家級麋鹿及丹頂
鶴自然保護區等旅遊勝地，深入了解當地經
濟、社會、文化、歷史及豐富的旅遊資源，
期望繼續加強兩地的交流，促進經貿合作，
互惠互利。

羅一民，以及鹽城市市長魏國強等官員會面，就加強雙方交流合作交換意見。

該 訪問團2012」的團長，創會會長容永
會會長、測量師謝偉銓擔任「江蘇省

祺擔任顧問，在民建中央聯絡部副部長汪洋
的陪同下，帶領訪問團一行26人於7月24日至
28日到訪江蘇省南京市、揚州市及鹽城市考
察。

羅志軍：積極推動兩地合作
江蘇省委書記羅志軍率省委、省政府高層

人員於7月25日會見訪問團。羅志軍致辭時介
紹了該省現況及未來發展藍圖。他表示，江
蘇與香港一直於經貿合作維持緊密關係，香
港更是江蘇第一大外資來源地及對外投資目
的地。他指出，香港現代服務業發展擁有雄
厚基礎、人才及經驗；而江蘇製造業發達，
擁有不少科教人才，相信兩地的發展互補性
強、合作機會大，期望協會積極推動兩地在
現代物流、金融、研發、商務及旅遊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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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中)、
周 振 基
(右)、胡劍
江(左)副會
長一同開
啟票箱。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潮州商會日前在會所舉行周年大會，依章選
舉產生第四十八屆會董會，並互選出當屆首長及常務會董兼各部
委主任、會董兼各部委副主任。結果由周振基當選會長，副會長
有張成雄、胡劍江、林宣亮、陳智文。該會定於8月28日在會所舉
行第四十七屆、第四十八屆會董會交接儀式，由永遠榮譽會長陳
維信、廖烈武、陳有慶主持。新一屆會董會將於9月1日起正式視
事。
新一屆會董會成員尚包括永遠榮譽會長兼當然會董廖烈文、陳
維信、廖烈武、陳有慶、劉世仁、劉奇吉吉、唐學元、葉慶忠、周
厚澄、陳偉南、蔡衍濤、莊學山、馬介璋、許學之、陳幼南；常
務會董兼各部委主任陳捷貴、陳蕙婷、張俊勇、黃順源、劉宗明、鄭錦鐘、
周卓如、馬僑生、唐大威、方平、陳振彬、吳哲歆、黃進達、林李婉冰、葉
振南；會董兼各部委副主任林赤有、蔡少洲、周博軒、陳強、蕭成財、陳
熹、吳少溥、高明東、馬清楠、李焯麟、林鎮洪、馬清鏗、蕭楚基、黃書
銳、陳偉泉、張敬川、胡炎松、章曼琪、陳愛菁、陳德寧、林世豪。
會董包括：
丁志威、王文漢、朱鼎健、余秋偉、余潔儂、吳宏斌、吳茂松、李志強、
佘英輝、周厚立、林大輝、林本雄、林松錫、林宣中、林建岳、林樹庭、
林燕勝、柯成睦、紀英達、胡楚南、胡澤文、唐大錦、馬介欽、馬照祥、
馬鴻銘、高佩璇、張少鵬、張敬慧、張詩培、莊月霓、莊偉茵、莊健成、
許平川、許崇標、許瑞良、許瑞勤、許慶得、陳生好、陳志強、陳育明、
陳厚寶、陳建源、陳森利、陳澤華、陳耀莊、彭少衍、黃志建、黃華燊、
黃楚標、楊劍青、葉年光、廖坤城、廖鐵城、趙錦章、劉文文、劉建樟、
劉鑾鴻、蔡少偉、蔡敏思、鄭合明、鄭捷明、鄭敬凱、鄭毓和、謝賢團、
藍國浩、魏偉明、羅少雄、羅永順、嚴震銘。

福建青年團高球同樂

華懋慈善行招募2,000人遊大潭
讓他們參與行山戶外活動訓練平
衡感和定向能力，發掘自己的潛
能。
是次「華懋慈善行」活動籌得
的款項將全數捐贈予受惠機構西
貢區社區中心「拉闊綠色力量」
計劃，用以舉辦一系列的環保講
座、工作坊及導賞活動，並將製
作1,000份環保棋，推廣別具意義
的綠色生活教育。該中心總幹事
譚景華表示，華懋集團舉辦的一
年一度的大型生態遊，意義非常
深遠。今次選擇的大潭郊野公園
水塘段，沿線的歷史、生態、文
龔中心：為環保計劃籌款 化及建築元素都非常豐富，參加
華懋集團去年舉辦全港最大型 者既可以為慈善出一分力，亦可
之 千 人 生 態 遊 「 華 懋 慈 善 行 」 以用心欣賞和享受香港郊野生態
後，今年再下一城舉辦「華懋慈 景色。
■華懋慈善行定於11月4日在大潭郊野公園舉行，執董龔中心（後排
善行2012」。龔中心表示，今年
右三）與出席記者會的嘉賓及學生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葉錦菁阮曾媛琪出席啟動式
參加人數將比去年多一倍，會招
昨日出席的嘉賓還有荃灣民政 踴躍參加。
募2,000名市民一同體驗香港美麗
場一樓中庭展出，展期至本月21
生態，同時為西貢區社區中心 事務專員葉錦菁，理工大學副校
華懋集團早前為慈善行舉行 日。此外，集團還首次與香港理
「拉闊綠色力量」計劃籌集更多 長阮曾媛琪等，賓主一同啟動網 「綠Tee設計比賽」，共吸引了超 工大學紡織及製衣學系學生攜手
善款，推動綠色教育。她又說， 上 報 名 及 電 話 程 式 的 網 頁 ： 過5,000名小學和幼稚園學生參 合作，將以新穎方式展示40件由
今次已報名參與的團體還包括香 http://www.welovegreenhk.com/ev 加，一齊發揮綠色創意設計，大 小朋友設計的綠Tee，分享小孩
港盲人輔導會的視障兒童，希望 ent/charitywalk2012，並呼籲各界 會精選了3,000多張作品在如心廣 子眼中的綠色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
華懋集團今年再度舉辦「華懋慈
善行」，將延續綠色信念，與本
港市民一同探索大潭郊野公園水
塘段之歷史文物、水務建築及生
態環境。集團執行董事兼市場總
監龔中心昨日宣布，「華懋慈善
行」定於11月4日（星期日）舉
辦，以「一起體驗綠色香港」為
主題，將招募2,000名市民一同參
加。善款將捐予西貢區社區中心
「拉闊綠色力量」計劃，以推行
一系列環保活動。

工聯綜藝晚會慶回歸

■工聯會舉辦薈萃傾城綜藝晚會慶回歸。
香港文匯報訊 工聯會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5
周年，舉辦了一系列活動，其中包括工聯文化藝
術促進會日前在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一場「薈萃
傾城綜藝晚會」。當晚活動表演嘉賓包括：國家
級民族音樂演奏家蔡清風、女高音晏小萍、少林
第三十四代拳法傳人劉相彪、香港著名音樂人張
繼聰及多個舞蹈團體表演，並由著名新城電台節
目主持人范振鋒擔任大會司儀。

林淑儀：64年來秉辦會宗旨
工聯會會長林淑儀致辭時表示， 工聯會成立64
年來，一直遵循「愛國、團結、權益、福利、參
與」的宗旨，致力爭取及維護僱員權益，為會員

及市民提供多元化福利服務，在政治、社會及勞
工事務上作出全面參與。同時，為會員及市民提
供多元化的文康活動，推廣普及，培養人才，豐
富大家的業餘生活，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是次「薈萃傾城綜藝晚會」，邀請了一眾文化
藝術界的嘉賓及朋友共同參與，共慶回歸。林淑
儀衷心感謝長期堅持推廣文化藝術、大力支持工
聯會各項工作的朋友，並相信精彩的節目定能為
1,300多名觀眾帶來一個開心愉快的晚上。
晚會貫徹「綜藝」的宗旨，節目形式多元化，
有民樂、現代舞、街舞、口琴、葫蘆絲、獨弦
琴、民族舞蹈等雅俗共賞，台上台下氣氛熱烈，
掌聲不斷。

■福建同鄉會青年團舉辦高球同樂日。
香港文匯報訊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15周年，香港福建同鄉會青年團日前舉
辦「高爾夫球同樂日」活動，得到團員
的熱烈響應和積極參與。一眾閩籍青年
朋友在西貢滘西州高爾夫球場會所學球
藝，聚鄉情，結友誼，增見識，談時
事，表達了大家對香港的熱愛和對未來
的嚮往，增強了民族的自豪感和青年的
使命感，度過了一個愉快而有意義的周
日。

高德川陳勇李欽聖出席
活動由副團長高德川、執委陳勇負責
召集，並得到鄉會大力支持。理事長施
世築原準備一展球技，臨時有事未克出
席。常務理事兼青年團主任李欽聖參加
活動，負責統籌指導。
參加活動的包括晉江、泉州、廈門、
漳州、莆田、石獅籍的青年，有剛入會
的新團員，他們對鄉會青年團各種敬
老、拜訪、升旗禮等社會活動都很有興
趣，也提出富建設性意見，對青年團未

來發展起積極作用。
福建同鄉會青年團同時假滘西州高爾
夫球場會所舉行執委會第二次會議，李
欽聖主持會議。會上通過新團員的入會
申請；總結該團上半年主要工作；因應
會務發展，通過增設秘書長、副秘書長
等職位；報告聯絡小組的會議內容及工
作進展；商討下半年活動及工作等。
據李欽聖介紹，福建同鄉會青年團將
以團結凝聚閩籍青年、提升國家民族觀
念和家鄉觀念為主要目標，秉承和弘揚
同鄉會愛國愛港愛鄉傳統，開展各種適
合青少年特點的活動；同時通過青年團
這個平台，培養人才，服務鄉親，貢獻
社會，為香港繁榮穩定和中華民族復興
出一份力。
該團下半年活動：拜訪廣東省青年團
體和舉辦青年創業講座，鼓勵青年創
業，實踐個人創業夢想。青年團副團長
郭明燊，秘書長郭榮忠，副秘書長陳
勇、施兆玲，常務執委高景波、張俊、
吳煒毅等出席活動。

粵港澳青年企業家湛江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 應湛江團市委和湛江
市青年總商會邀請，粵港澳青年企業
家訪問團日前往湛江進行參觀交流，
參與2012年「十百千」計劃招商引資主
題行動啟動儀式，並且簽訂了逾23億元
的合作意向書。訪問團由張鎮輝任團
長、黃家倫任副團長、陳哲任秘書
長。
訪問團先後參觀中石化與科威特合
資的煉化項目、寶鋼煉廠項目、物流
碼頭建設現場，並遊覽了世界地質公
園湖光巖。團員還前往湛江港集團公
司參觀港口設施，並出席該公司主辦
的經貿座談會。各團員對湛江港以至
湛江市的基本概況、優勢產業、重點
發展區域、重點項目和發展扶持政策
都有深入了解。他們認為，湛江地理
條件優越、投資環境優良、市容市貌
優美，確是適合投資置業。對湛江5年
崛起為粵西經濟龍頭充滿信心。

簽23億元合作協議
湛江市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麥教
猛，副市長陳雲，共青團市委書記雷
電，共同主持聯歡晚宴，並與張鎮輝
和湛江市青年總商會會長譚偉傑等，

■粵港澳青年企業家訪湛江出席招商活動。
啟動2012年湛江共青團實施的「十百千」
計劃招商引資主題活動；見證粵港澳
湛青年企業家，就金融、醫藥、材
料、服務業等領域簽訂逾23億的合作意
向書。
陳雲致辭指出，當前湛江鋼鐵、煉
化等重大項目動工建設，各項事業蓬
勃發展，為湛江與各地深化全面合作
增添了強勁動力，創造了無限商機。
湛江正處於跨越發展、後發崛起的黃
金時期，湛江發展需要大家支援合
作，湛江的發展也將為投資者提供巨
大機遇。市委、市政府將致力為投資

湛江的企業提供最寬鬆的投資環境，
努力維護投資者合法利益。他希望活
動能為青年企業家搭建一個互利互助
的溝通平台、合作平台、發展平台，
使粵港澳優秀青年企業家在溝通交流
中尋找捕捉到更多更好的商機。
訪問團先後參觀了2014年廣東省運動
會主場館工地和中海油南海西部石油
公司地球物理研究所，並遊覽了湛江
八景之一的觀海長廊。訪問團成員還
包括：許漢明、蘇慶彬、崔明德、徐
其雷、林家輝、梁加龍和陳文勝等青
年企業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