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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解玲）福建社
團聯會日前假中銀70樓設宴，熱烈歡
迎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副主席鐵力瓦
爾迪．阿不都熱西提率領的政府代表
團。聯會主席林樹哲，榮譽主席李群
華、林廣兆，副主席周安達源、陳聰
聰、王少華，常務副秘書長劉與量，
駐會副秘書長兼總幹事周珊珊出席晚
宴。賓主親切交流，均希望促進交
流，攜手合作。

林樹哲：將組織商界赴疆
在中銀大廈70樓，賓主舉目望遠，飽

覽維港迷人夜景。林樹哲致歡迎辭說，

非常高興迎來新疆的貴賓，新疆地大物
博，是個好地方。他說，福建位於中國
東南沿海，新疆自治區地處中國西北邊
陲，兩地自古以來就分別是海上絲綢之
路和陸路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兩地雖
相隔數千里，但都希望加強聯繫，加強
聯會與新疆的聯絡和往來，為推動兩地
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做出貢獻。林樹哲
透露，他將組織香港工商界朋友、福建
鄉賢赴新疆參訪，他祝新疆經貿旅遊文
化推介活動取得圓滿成功。

鐵力瓦爾迪．阿不都熱西提表示，福
建人和新疆人都有的共同點，就是大方
實在、熱情好客，具有海納百川的胸

襟。他盛邀旅港閩商赴新疆投資考察、
旅遊觀光，並作經貿文化交流，共創商
機。他並舉杯提議，共同為雙方未來的
交流合作、為友誼地久天長、為更加輝
煌燦爛的明天而乾杯。

出席晚宴的還有新疆自治區黨委外宣
辦副主任艾力提．沙力也夫，商務廳黨
組書記夏廣泰，旅遊局黨組書記李冀
東，發改委黨組副書記、副主任牛曉
萍，文聯黨組書記黃永軍，喀什經濟開
發區黨工委委員、管理會副主席李陽，
伊犁州黨委常委、霍爾果斯經濟開發區
黨工委書記陸民，黨委宣傳部幹部處長
楊和平等。

■福建社聯宴請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副主席鐵力瓦爾迪．阿不都熱西提率領的政府代表團，賓主

共同合影留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香港潮州商會第四十七屆、第四十八屆會董會交接儀式。

福建社聯宴新疆代表團

內地實習結業 港生分享收穫

罐頭糖果同業籌賀國慶

救世軍城市定向賽報名
新界西浙江人互助會就職

■9月3日，四川省樂山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羅佳明（左四）率

「樂山市香港商務考察團」到訪香港文匯報，獲本報執行總編輯吳明

（右三）、社長助理姜增和（左三）等熱情接待。

■港生內地實習結業禮暨分享會，霍啟剛（右三）向實習生頒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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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人才交流中
心於今年暑假期間，舉辦3團為期
約1個月的香港大學生內地實習交
流團，目的地分別為重慶、揚州及
杭州。中心日前在香港大學圖書館
大樓許磐卿講堂舉行「香港大學生
內地實習交流計劃2012夏」結業禮
暨分享會，有近100名來自香港各
大院校的大學生出席活動，席間並
播放實習交流團短片。

今年的3個交流團共吸引來自香
港各大學近600名學生報名，包括
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科技大學、
理工大學、城市大學及浸會大學等

高校。中心代表帶領132名來自香
港多間大專院校的學生到當地多個
企業實習，分別為15名學生前往重
慶、73名學生前往揚州及44名學生
前往杭州，讓香港學生對內地的工
作及文化有更充分的了解。

分享會當日，全國政協委員、香
港人才交流中心主席劉宇新，行政
會議成員李慧 ，香港青年聯會主
席葉振都，霍英東集團副總裁、青
年事務委員會委員霍啟剛，香港大
學學生發展及資源中心就業總監陳
秉光，香港人才交流中心董事麥海
珊出席儀式並擔任主禮嘉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香
港罐頭、酒、糖果餅乾同業「慶祝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3周年籌備委
員會」已成立。籌委會隨即展開慶
祝活動的各項工作，並定於9月27
日晚上在北角新都會皇宴舉行慶祝
國慶聯歡宴會。籌委會主席李歡早
前在籌備會議上表示，罐頭、酒、
糖果餅乾同業每年都有慶祝國慶的
傳統。新中國的成立，從根本上改

變了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今年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3周年，同業
都為祖國的進步感到自豪，對國家
民族的未來充滿期望。籌委會成員
包括顧問唐學元、周樟、黃錫福、
葉達生、張銳鴻、呂振祥、張明
賢、陳家明；主席李歡；副主席梁
尚、賴賓、林國坤、馬煜環、邱宗
隆、鄭啟明、龔瑞燦、黃楚恆、張
堅毅等；秘書長李國雄。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貧富差距日益
擴大，面對社會的兩極化，救世軍
呼籲大家參加「救世軍定向日
2012」，透過城市定向籌款比賽，
齊心為救世軍港澳社區關懷服務籌
募經費。

救世軍定向日2012定於10月13日
（星期六）舉行，賽事分為香港賽
區及九龍賽區，參賽者將由西環中
山公園起步，途經中、上環鬧市，
完成香港賽區後，賽事會移師九
龍，終點設於尖沙咀的九龍公園。
兩個賽區的時間及得分均獨立計
算，以兩個賽區的總和作評分。每
組別中總分最高者為勝，同分者以

最短時間完成賽程者為勝出者。
今年首增設「親子定向追蹤」，一

家人齊心合力憑 無字地圖在九龍
公園完成特別任務，既挑戰小朋友
的方向感、分析力和團隊精神，又
為社會上有需要的社群籌募善款，
從募捐過程中實踐分享。截止報名
日期為9月28日。詳情可瀏覽網頁
www.salvationarmy.org.hk/oday，或
致電2783 2333。由即日起至9月30
日 ， 只 要 市 民 於 F a c e b o o k

（http://www.facebook.com/Salvation
ArmyHKM）應用程式中按下「我
要支持」，煤氣公司就會捐出10元
支持救世軍定向日籌款活動。

陳幼南移交印信 陳維信廖烈武陳有慶見證
周振基履任潮州商會會長

香港文匯報訊 潮州商會第四十七屆、四十八屆會董會日前

在會所舉行交接儀式。在永遠榮譽會長陳維信、廖烈武、陳有

慶的見證下，新任會長周振基從上任會長陳幼南手上接過印

信，走馬上任，而副會長由張成雄、胡劍江、林宣亮、陳智文

擔任。新一屆會董會於9月1日起正式執事。

陳幼南祝賀周振基榮任潮州商
會會長，同時祝賀4名副會長

和全體會董。他說，周會長服務商
會多年，熱心社會事務，出任多項
重要公職，對社會貢獻良多，相信
在周會長帶領下，新一屆會董將緊
密團結，再創佳績。

商會90華誕喜慶聲譽日隆
陳幼南總結任內工作指，適逢商

會90華誕大日子，在資深會長及名
譽會長等的指導下，在全體會員大
力支持下，舉辦了十多項慶祝活
動，既團結了旅港鄉親，也增強了
商會同仁服務社會、關懷家鄉的觀
念，形成了強大凝聚力，提升了商
會聲譽。

周振基致辭，他感謝全體會員、
會董及資深會長的厚愛和支持。他
表示，印信很重，深感任重而道
遠。自己30多歲時就已加入商會，

今日能榮任新一屆會長，無上光
榮！他讚揚陳幼南會長任內帶領商
會踏入90周年光輝里程，會務取得
良好成績。香港潮州商會歷史悠
久，在國際社會和本港都享有良好
聲譽。在歷屆會長、全體會董及會
員努力下，對香港繁榮穩定、國家
各項建設，乃至推動國際商貿等都
作出重要貢獻。

增設3委員會迎百年光輝
新一屆會董會將迎來商會百年光

輝歷史的開局年，周振基表示，商
會將舉辦一系列體現對社會承擔發
揮積極作用活動；在架構上，商會
則增加了婦女委員會、公民事務委
員會及文化事務委員會等三個委員
會；將舉辦「團結．建港」座談會
等系列活動，邀請政府官員、社會
賢達等共商促進香港繁榮穩定；此
外，商會繼續負責國際潮團聯誼年

會常設秘書處和國際潮青聯合會秘
書處工作，利用強大的國際網絡，
聯絡國際潮籍精英與該會合作交
流，共創雙贏。周振基表示，任內
定盡心竭力為商會服務，期望新
一屆會董攜手同心，與時俱進，
繼續推進會務發展，共同為家鄉
發展、為祖國和香港繁榮昌盛再
獻新猷。

潮州商會第四十八屆會長周振
基；副會長張成雄、胡劍江、林宣
亮、陳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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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周振基（左二）在陳維信（中）、廖烈武（右一）、陳有慶（左一）的見

證下，從上任會長陳幼南（右二）手上接過印信。

香港文匯報訊 新界西浙江人互助會慶祝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63周年暨該會第一屆理事就職典
禮日前假元朗富臨皇宮酒樓舉行，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寧波同鄉會會長李宗德，中聯辦新界
工作部副部長張肖鷹，信報財經首席顧問曹志
明，該會首屆會長陳雲生，國慶活動籌委會主
席羅煌楓，創會顧問單志明，創會名譽顧問忻
元甫，秘書長朱偉明、司庫廖柳芝和居港浙江
鄉賢、各界嘉賓友好及會員鄉親數百人出席典
禮。

國慶籌委會主席羅煌楓致辭
大會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羅煌楓致歡迎

辭，對各位嘉賓及鄉親的光臨表示熱烈歡迎和
衷心感謝。

他說，新中國建國63周年來，國家發生了翻天
覆地變化，祖國今日的成就是世人有目共睹
的，經濟蓬勃增長強勁，在外交、科技、體育
等各領域取得驕人成就，國際地位舉足輕重，
天宮一號與神舟九號成功對接，中國運動員在
歷屆奧運取得優異成績，都讓每個中華兒女感
到十分自豪，身為新界西浙江人更加覺得由衷
的高興。舉辦國慶活動，正是要與廣大的新界
西浙江鄉親分享這份喜悅，一同感受偉大祖國
的成就。

張肖鷹代表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對該會成立表
示熱烈祝賀。他指出，國家主席胡錦濤今年訪
港時殷切期望香港各界共同努力，促進社會和

諧穩定。浙江省人傑地靈，旅港浙江鄉親人才
輩出，為香港做了很大貢獻，在座也有好多浙
江籍的精英翹楚。

張肖鷹祝賀互助會成立
張肖鷹表示，成立新界西浙江人互助會，是

為了適應國家、香港發展的需要，隨 遷入新
界西的人口愈來愈多，需要團結鄉親愛國愛
港，為鄉親服務，相信通過大家的共同努力，
會務發展了、社區和諧了，香港未來將更加美
好。

陳雲生宣誓就任首屆會長
在典禮上，會長陳雲生代表首屆理事會暨全

體執行委員宣誓，由嘉賓李宗德監誓。李宗德
並主持頒發聘書儀式。

受浙江省委副書記李強的委託，創會顧問單
志明向新界西浙江人互助會致送紀念品，由陳
雲生會長代表接受。

最後由陳雲生致謝辭，感謝各界嘉賓、社會
賢達和會員鄉親的支持，並承諾將盡心盡力服
務新界西鄉親，辦好會務。　

■新界西浙江人互助會慶祝國慶暨該會第一屆理事就職典禮，賓主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