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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商會青委換屆首次會議
沈沖周可喬等主禮 主任葉振南展望拓會務

愛護動物協會月餅義賣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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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魯旅港同鄉會國慶聯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郎平、實習記者

陳淑英 東莞報道）世界莞商聯合會今日在
東莞成立，香港金融管理局前總裁任志剛
出任首席顧問，全國政協常委、中聯副主
任黎桂康等出任榮譽會長。

任志剛擔當首席顧問
任志剛祖籍東莞常平，現任中國金融學

會執行副會長。1993年，地位等同香港
「央行」的香港金融管理局成立以來，任志
剛一直出任總裁，協助香港度過多次大風
大浪。

黎桂康出任榮譽會長
全國政協常委、中聯副主任黎桂康出任

榮譽會長；榮譽會長還有原省人大常委會
副主任李近維，東莞市委書記、市人大常
委會主任徐建華，市委副書記、市長袁寶
成等。
據介紹指，不少莞商代表在籌備世界莞

商大會期間建議成立世界莞商聯合會，認
為召開一兩屆莞商大會難以完成團結、凝
聚廣大莞商重任，只有成立一個莞商常態
運作組織，才能實現該目標，因此決定成
立自己的莞商組織，並將此列入議事日
程。
世界莞商聯合會成立，標誌 全球莞商

有了自己的組織，並將在其引導、推動和
保證下，不斷加強世界莞商溝通交流，促
進團結協作，實現共榮發展。

首項活動組團訪家鄉
青委會主任葉振南主持首次會議。他

致辭時表示，青委會1992年成立以來，

積極吸收潮青精英加入潮州商會，協助
拓展會務。青委會過往成功舉辦商務、
社會公益、文娛康樂、長者探訪等不同
活動。青委會1999年主辦「首屆國際潮
青聯誼年會」，發起創辦「國際潮青聯
合會」，受社會各界好評。

葉振南對接任青委會主任感到光榮和

高興，展望任內工作，他承諾會與團隊

秉承及發揚商會宗旨，全力支持商會和

會長周振基，協助推動各項活動和拓展

會務。青委會會繼續配合政府施政，團

結一致，為共建美好的香港而努力。

沈沖：祝賀新班子就職
沈沖應邀致辭，對新班子就職表示祝

賀。他指青委會成立20年來，對團結潮
青發揮積極作用，產生陳幼南、高永文
等眾多傑出人物。沈沖對新班子提出幾
點希望，包括要以李嘉誠、饒宗頤等潮
州商界名人和學術界泰斗為楷模，努力

發揚潮州人優良傳統，為香港繁榮穩定
及國家繁榮昌盛作出貢獻；同時加強建
設潮青人脈與團結，發揮更大力量，為
潮州鄉親服務，把會務越辦越好。
青委會成員包括主任葉振南，副主任

陳德寧、林世豪、章曼琪、黃仰芳、林
月萍、林淑怡、趙純銘、陳志強，榮譽
參事周振基，名譽參事莊學山、馬照
祥、陳幼南、廖鐵城、胡劍江、林宣
亮、高永文、劉文文、張俊勇、陳光
明，參事馬清楠、陳智思、陳蕙婷、劉
坤銘、蔡少洲、黃華燊、林赤有、洪克
協、王林奕蘋、陳英新、唐大錦、黃崇
瓊、吳茂松、張少鵬、王定一、許禮
良、陳卓威、唐大威、高明東、胡炎
松，召集人陳偉茂、呂慶森、葉志豪、
林鍾莎、章子健、黃映紅、陳澤華、蔡
敏思，副召集人杜亨棟、廖坤城、吳嘉
汶、蔡奮威、李瓊恩、郭靜韻、辜美
正、劉雁虹及一眾委員和潮青之友。

香港文匯報訊 愛護動物協會慈善月餅今年再與
香港老字號「奇華餅家」合作，精心推出一系列健
康低糖迷你蛋黃純白蓮蓉月餅。今年獲CO1設計學
校支持，校內舉行月餅包裝設計比賽，培養該校學
生對動物更充滿關懷之情。愛護動物協會選用冠軍
作品《寵愛月圓》為包裝，得獎者黃俏欣表示：
「我透過設計表達人類與動物的親密關係，大家手
牽手建構愛的圓圈，一起共度中秋佳節！」

慈善月餅券 換奇華月餅
「寵愛月圓」系列慈善月餅以6個禮盒裝（港幣

188元）或單個罐裝（港幣33元）發售（購買禮盒裝
一盒或單罐裝6個均附送特色紙袋乙個）。另愛護動
物協會義賣奇華慈善月餅券（港幣238元），憑券可
到本港或海外奇華分店換取奇華包裝月餅。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90年來一直努力保障動物健康

和福利，積極推廣尊重生命的信息。該會每年為超
過3,000隻動物找到新家；處理超過2,000宗拯救個
案；調查800多宗虐待動物案件；為超過13,000隻動
物絕育，以紓緩過度繁殖問題。該會每年又舉辦超
過300場教育講座，向全港學校和寵物主人推廣善
待動物信念及飼養寵物責任，參加者累計有2萬多
人。

楊德衡花鳥畫展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 國際青年文化交流中心（香港）主
辦的《楊德衡花鳥畫展》，日前在大會堂高座7樓開
幕，共展出楊德衡從藝50多年來各階段主要作品86
幅，吸引本港眾多繪畫愛好者觀摩交流。

郭嘉李錦賢陳更新等主禮
開幕式主禮嘉賓包括：華夏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主

席郭嘉、香港藝術發展局視覺藝術組主席李錦賢、
香港惠風書畫研究會會長陳更新、香港禪畫院主席
陳筱容、香港美術研究會會長王子天等。楊德衡
說，香港是他今年兩岸四地畫展第一站，多年夢想
成為現實。香港回歸之際，他創作長10米的巨幅工
筆花鳥畫《春歸圖》表達大時代感情，生活化和時
代感是楊德衡畫作特色，崇尚變傳統花鳥畫「小情
趣」為「大境界」。

楊德衡：下月東莞展作品
楊德衡表示，對鶴情有獨鍾，曾十多次到黑龍江

扎龍、吉林向海自然保護區、遼寧盤錦紅海灘及江
蘇鹽城鶴鄉寫生，了解牠們的生活習性。鶴性情高
潔，對子女尤為愛護，對伴侶忠貞不渝。以上題材
在他的畫作中均有體現，擬人化處理手法令作品生
動感人。楊德衡透露，下月將往東莞，屆時將有更
多作品展出。
楊德衡生於1939年，遼寧丹東人，l964年魯迅美術

學院畢業，國家一級畫師，曾任遼寧畫院副院長。
他師承趙夢朱、鍾質夫，擅長工筆重彩，專攻花
鳥，尤精繪鶴，作品傳達清純剛正、平和雅致的氣
息。

《稻香季節》、《傲雪》、《春歸》等作品多次參
加全國美展和海外展覽，26幅作品由中國美術館、
天安門城樓、外交部釣魚台國賓館、中南海紫光
閣、國務院台辦等國家級單位收藏。另他有著作
《楊德衡畫鶴》、《寫意鶴技法》、《鶴的畫法》、
《楊德衡畫沒骨畫》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

香港潮州商會第十一屆青年委員

會順利誕生，由葉振南接替上屆

主任陳光明繼續領導潮青，任期

兩年。青委會日前在金鐘萬豪酒

店宴會廳舉行第一次會議，近100

位青委出席。中聯辦協調部部長

沈沖，中西區政務專員周可喬，

中區副指揮官邱國裔和西區副指

揮官蔡偉思等主禮。青委會副主

任陳德寧在會上宣布，首項活動

是在年底前組團訪問家鄉潮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巧顏）冀魯
旅港同鄉會9月13日假尖沙咀煌府婚宴
專門店筵開40多席，隆重舉行慶祝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63周年聯歡晚會。會上
宣布喜訊，煙台市政府捐港幣50萬元予
冀魯旅港同鄉會，該會永遠名譽會長楊
世杭捐港幣30萬元予該會。煙台市京劇
院、歌舞劇院以及程建國藝術團粉墨登
場，載歌載舞，把晚會推向高潮。

孫文秀周雲平馬占嶺等聚首
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冀魯旅港同鄉

會名譽顧問孫文秀，行財部副部長、同
鄉會名譽顧問周雲平，外交部駐港公署
辦公室主任馬占嶺，山東省煙台市政協
訪問團，包括煙台市政協主席郝德軍，
市政協常委戴志堅、宋向陽、黃曉明，

煙台國際機場集團董事長修維東、市外
事僑務辦公室副主任李明、煙台東方航
空總經理孫明海、市京劇院院長董翠
娜、市歌舞劇院院長苗志萍，及各兄弟
友好社團代表等歡聚一堂。

王家惠稱人民生活顯著改善
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王家惠致歡迎

辭，稱新中國成立63年來，經過30多年
改革開放，國家在經濟、社會、民生、
科技等多個範疇，取得極驕人的成就。
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穩定發展，綜合國力
不斷增強，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國際地
位和影響力舉足輕重，國家面貌發生歷
史性變化。
他續說，香港回歸祖國15周年來，一

直與祖國血脈相連。香港特區發展、建

設和穩定，離不開每個香港市民努力和
奉獻，更離不開中央政府大力支持。展
望未來，他表示該會將背靠祖國，面向
未來，把握「十二五」機遇，密切和
冀、魯、京、津兩省兩市交流聯繫，把
會務推向更新、更高的台階。

郝德軍讚揚理事會愛國愛港
郝德軍讚揚冀魯旅港同鄉會成立以

來，歷屆理事會秉承愛國愛港愛鄉宗
旨，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在促進祖
國統一、民族振興、香港繁榮家鄉發展
等方面，作出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
得顯著成績。改革開放30多年來，同鄉
會秉持敦睦鄉誼，溝通僑情，服務桑梓
的宗旨，積極推動與家鄉經貿合作和交
流，對促進改革開放、服務家鄉等方面

作出重要貢獻。
接 他介紹煙台發展，熱情歡迎各位

到煙台作客，多走一走，多看一看，加
強相互了解和合作，促進兩地共同繁榮
發展。

唐雲龍祝願祖國明天更富強
冀魯旅港同鄉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63周年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包
括：唐雲龍、王忠義、王海泉、高鵑、
李金啟、王化雲、王宗超、屈恩、劉
興、張強、高鸞、林樹田、焦成鋼。唐
雲龍致祝酒辭，稱祖國63華誕，發展日
新月異，國力強盛，國際威望不斷提
高。他與眾舉杯，祝願祖國明天更繁榮
富強，祝香港和諧穩定，祝鄉會會務蓬
勃發展、蒸蒸日上。

香港文匯報訊 由坪洲天后宮

主辦，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

會、鳳凰慈善基金會協辦的「天

后行鄉與民同樂」日前在坪洲舉

行，場面盛大熱鬧，洋溢歡欣的

氣氛。

李鋈麟李恩陳耀榮等出席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主席

李鋈麟、永遠榮譽顧問李恩，醫

療輔助隊總參事陳耀榮，坪洲鄉

事委員會主席黃漢權等嘉賓出

席。李鋈麟致辭時表示，希望透

過活動表達「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精神。現代人生活忙碌，間

中會忽略長者，疏於照顧他們。

李鋈麟希望活動能吸引更多企業

家和年輕人，提高他們對社區的

關愛和敬老意識。李鋈麟又代表

受惠者衷心感謝各贊助機構、熱

心人士慷慨解囊。

陳耀榮盼繼續關愛長者

陳耀榮表示，活動是關愛長

者、弘揚孝道的體現。他說「百

行孝為先」，在中華民族數千年

文明歷史長河中，孝道伴隨我們

一路走過。陳耀榮希望主辦機構

和協辦機構以後多舉辦類似活

動，繼續弘揚孝道、關愛長者。
「天后行鄉」是坪洲獨有節

日，每年農曆七月二十一日，坪

洲居民會邀請天后娘娘出巡，庇
佑島上居民，祈求風調雨順、國
泰民安。當日灣仔中西區工商業
聯合會和鳳凰慈善基金會，共同
組織來自圓玄婦女中心、海麗之
友社和深水 居民聯會逾150名
成員參加活動，大部分是年逾六
旬的長者。活動旨在帶領他們融
入社區，體驗更多香港本土文化
節日，既能利用餘暇參加社區事
務及康樂活動，亦能擴闊社交圈
子和開拓視野。

主辦協辦方為參加者安排午

宴，向長者派發福袋。福袋裝有

有寓意平安的蘋果、帶來好運的

風車、甜甜蜜蜜的糖果等。長者

歡欣一片，希望以後可參加更多

類似活動。

坪洲天后宮長者同樂

■賓主共同舉杯，祝福祖國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煙台市政府捐港幣50萬元予冀魯旅港同鄉會，由煙台

市政協主席郝德軍(中)代表捐贈。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由坪洲天后宮主辦，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鳳凰慈善

基金會協辦的「天后行鄉與民同樂」日前在坪洲舉行。

■香港潮州商會青委會主任葉振南致

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賓主在開幕式上合影留念。

■香港潮州商會新

一屆青委會主任葉

振南及委員與沈沖

等嘉賓合照。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