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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中聯辦酒會慶蛇年
何厚鏵崔世安及澳各界人士赴會 白志健致辭
傑
出
企
業
公
民
獎

■何厚鏵、白志健與李剛互相祝酒。

新華社

■澳門中聯辦在澳門旅遊塔舉行2013年新春酒會，與澳門社會各界人士喜迎農曆新年。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澳
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等各界嘉賓出席，白志健在新春酒會上致辭。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禹 澳門報道）澳門中聯辦1日假澳門旅遊塔會展中心舉行新春酒會，
與澳門各界歡慶蛇年新春佳節。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澳門特區政
府官員、社會各界人士歡聚一堂，同慶新春。

酒 去年經濟和社區各項建設取得顯著成就。白志健
會上，中央駐澳聯絡辦主任白志健讚揚澳門特區

說，過去一年，在中央政府支持下，特區政府團結社會各
界人士，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澳門基本法，推動政制
發展邁出重要步伐；穩步落實未來藍圖，「一個中心」
、
「一個平台」建設取得新進展；積極穩妥解決民生問題，
求穩定、謀發展、促和諧成為澳門社會主流共識。

白志健：政制邁重要步伐

白志健勉勵說，新的一年是貫徹落實中共「十八大」
治國理政方略開局之年，中央政府將一如既往貫徹執行
「一國兩制」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方針和澳門基本
法，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特區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
崔世安代表特區政府，向何厚鏵、白志健及各出席酒
會的來賓拜早年，對中聯辦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
謝。他在致辭時表示，過去的一年，中央政府繼續支持
澳門特區建設。十八大報告對「一國兩制」的論述，進

一步明確了澳門實踐「一國兩制」的根本方向。「十二
五」規劃的積極推進、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的有序深
化、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的穩步落實以及兩地優勢互補、
互利共贏的加強，都為澳門整體經濟社會邁向新的高
度，提供了積聚潛力，發揮區位優勢的良好條件。

崔世安：續優化經濟結構
崔世安表示，展望今年，澳門機遇與挑戰並存，特區
政府將以「發展」為主題，把握「穩中求進」總基調。
持續優化經濟結構， 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在鞏固
和提升旅遊城市品質的同時，加快建設休閒城市。強化
對外交流合作，形成更大發展合力。積極落實今年施政
安排，推進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生態等各領域均衡
發展。

潮州商會青委團年聚餐
周振基莊學山陳幼南等出席

葉振南：吸納精英逾百人
葉振南續稱，為加強與內地及海外的聯繫，潮青不斷
組團到內地及世界各地訪問和交流，也多次組團到內地
投資考察。今年，潮青將一如既往，致力參與更多社區
公益及義務服務工作，尤其是服務長者及青少年，和市

■沈沖、周振基、陳幼南等出席潮州商會青委會團年聚餐，與葉振南及各成員合影。
民一起共建和諧社會。

沈沖致辭賀年提4點期望
沈沖在新春佳節之前，對潮州商會青年委員會提出了
4點期望：一，希望潮青能傳承並發揚潮州前輩們的優
良傳統，能吃苦，愛打拚；二，希望潮青能繼續團結一
致；三，希望潮青能把自己的事業做大做強做好；四，
他勉勵潮青朋友要有長遠眼光，不僅看到香港，也要心
繫國家，放眼世界。

■扶輪青年服務團舉辦36小時愛心行善馬拉松。

港澳扶輪社青年團 馬拉松行善36小時

冀大眾了解貧窮問題
國際扶輪3450地區總監王國林

紅會慰問300戶長者

■劉楚釗(中)、馬羅玉明(右二)及馬澤華(右一)
向長者送上福袋，長者接過福袋後笑逐顏開。

贈食物防病資訊及利是

出席晚宴的嘉賓還包括，青年聯會副主席楊全盛、副
秘書長羅詠詩；中華總商會李德剛；廣東社團總會青年
委員會主任黃進達、副主任李幗喜；中華出入口商會青
年部主任單曉斌；嘉應商會青委委員梁軍；香港中國企
業協會副主任李健、執行委員周淑安；菁英會榮譽主席
洪為民等。潮州商會青委會成員有，副主任委員陳德
寧、黃仰芳、林月萍、林淑怡、陳志強，名譽參事馬照
祥、胡劍江、林宣亮、張俊勇，參事蔡少洲、高明東、
胡炎松等。

港島婦聯調查：家和抗逆力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
國際扶輪社3450區扶輪青年服務
團委員會，2日在天水圍天澤商場
外舉行大型社區服務計劃——扶
輪36樂無窮之「36小時愛心行善
馬拉松」開幕禮，200多名青年義
工於當日早上9時起開始36小時馬
拉松式的社區服務，向元朗及屯
門區市民表達關愛及宣揚正能
量，一起迎接美好的農曆新年。
開幕禮後，義工們在下午開始
四處作各項探訪，晚上準備愛心
禮物，凌晨冒 寒風送暖到天光
墟，為年輕父母安排時間管理講
座及拍攝家庭照，最後是與低收
入家庭舉行新春派對迎接新年的
來臨。

香港文匯報訊 由生產力促進局及
公民教育委員會聯合籌辦的「第三
屆香港傑出企業公民獎」日前舉行
頒獎禮，葉氏化工集團有限公司榮
獲企業組別金獎。這是集團第三次
獲得企業公民獎，繼過去兩年獲得
銅獎及優異獎後再創高峰。
集團於2012年進一步拓展其旗艦
社會責任項目「流動眼科手術車十
年捐贈計劃」，除了為寧夏回族自
治區、江蘇省及山東省地區的白內
障患者提供治療，集團把受惠地區
擴展至內蒙古自治區。為使更多人
受惠，集團的企業義工隊更身體力
行，定期到內地進行白內障預防教
育及探訪白內障患者。除踴躍參與
社區服務外，集團一向關注環保，
積極推行環保生產措施及開發環保
塗料及油墨產品。
此外，集團更成立「葉氏關愛延
續基金」，此獨立運作的基金為員
工直屬子女的教育基金，充分展現
出集團關懷員工的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 年近歲晚，家家戶戶忙於迎
接新春。紅十字會醫護服務部率先在農曆新年
前一星期，在黃大仙區舉辦「人道關愛福滿載
2013」活動，向300戶區內的獨居、「兩老戶」
或有需要的長者送上佳節慰問。紅會醫護服務
部昨日動員300多名義工於東頭 、東匯 、
美東 及新蒲崗一帶舊私樓區，向300戶長者
送上祝福，並贈送滿載賀年物品及預防流感資
訊的「福袋」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熙）香港潮州商會青年委員
會1日晚於西環尚品薈舉行團年宴會，香港潮州商會會
長、青委會榮譽參事周振基，永遠名譽參事莊學山、陳
幼南，主任委員葉振南等逾60名成員出席。中聯辦協調
部部長沈沖、副處長黃斌，中聯辦青工部副部長唐淑
蘭、處長劉振中、幹部吳麗娜等嘉賓代表歡聚一堂，共
慶新年，暢敘交流，氣氛熱烈。

葉振南首先對在場嘉賓表示歡迎，感謝各成員在百忙
中抽空出席。
他說，潮州商會青年委員會成立至今，已是第十一
屆，成員由當初20多人發展至今已超過百人，涵蓋各界
精英，當中有律師、醫生、會計師、建築師、工程師
等，積極參與商會會務，舉辦了公共事務、慈善公益、
文化康樂等多方面活動，形式多樣，深受青年人歡迎，
獲各界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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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中）頒發金獎予葉氏
化工副主席葉子軒(左)。

表示，國際扶輪今年度的服務主
題為「以服務促進和平」
，希望是
次活動能讓大眾了解貧窮問題的
嚴重性和迫切性，進一步把關愛
之心推廣至社區每一個角落，攜
手援助弱勢社群。
扶輪青年 服 務 團 代 表 陳 浩 庭
指，政府雖然繼續致力制定可
行的扶貧政策措施，但是部分
弱勢社群仍需要關愛及心靈支
援。扶青一直致力透過本地服
務，直接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
群眾，以愛和關懷帶給社會正
能量。今次活動可以說是本地
區史無前例，也可說是社區服
務上的一大突破。
36小時馬拉松式的服務，於3
日晚上9時結束，之後眾義工互
相分享當中經歷的感想，互相學
習，未來繼續以服務促進和平。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島婦女聯合會
與港大公共衛生學
院合作舉行一項大
型問卷調查，結果
發現港島區女性的
快樂程度整體相當
高，個人快樂指數
平均數值為66.4分
（以100為滿分）
，自
評家庭健康指數平
均數值為7.9分（以
10為滿分）
。調查又
發現家庭和睦、支
持度、抗逆力、鄰 ■香港島婦女聯合會就調查結果舉行研討會，並提出多項建議。
舍凝聚力和個人對社區影響力越高，個人及家 越高、鄰里間越團結，個人對社區影響力越
高，個人及家庭亦會較快樂。
庭快樂指數亦會越高。
香港島婦女聯合會獲婦女事務委員會「資助
伍婉婷：參考結果辦活動
婦女發展計劃」的資助，邀得港大公共 生學
香港島婦女聯合會認為是次收集得數據資
院及賽馬會「愛+人」計劃合作，於2012年12
月至2013年1月期間舉辦婦女身心健康大型問 料，可作為該會和50個屬會往後提供婦女服務
及策劃活動的參考，期望為女性提供最適切的
卷調查。
在2,139名受訪婦女當中，自評一般快樂的 服務。根據是次研究的分析結果，香港島婦女
有四成，認為自己非常快樂接近兩成，不快樂 聯合會建議社區組織/屬會成員可以推廣年輕
及非常不快樂的有接近四成，整體平均分為 女性運動、提升家庭溝通與互助、提升鄰舍支
66.4分。家庭快樂指數方面，約有四成人自評 援網絡以及個人對社區參與等方面策劃相關的
一般快樂，36%認為家庭非常快樂，接近兩成 婦女活動以期望增添婦女快樂指數。
活動召集人、香港島婦女聯合會副主席伍婉
認為不快樂及非常不快樂。另外，以0分至10
分計，超過五成受訪者自評家庭健康達7分至9 婷指出，特區政府宜對家庭及社區支援方面的
相關政策優化，以及增加市民參與政策制定等
分，更有25%人達10分，平均值為7.9分。
調查分析顯示，家人支持度越高，個人快樂 方面的措施。家庭及個人快樂指數得以提升，
指數越高、家庭越快樂；家庭越和睦、抗逆力 便更能為社會帶來正能量。

該會醫護服務管理委員會主席劉楚釗、榮譽
顧問馬羅玉明及嗇色園副主席馬澤華等，與身
穿紅色背心的義工，一大清早誓師出發，探訪
長者及送上「福袋」，「福袋」盛載米、油、
冬菇、圓肉、蝦子麵、麥皮及餅乾；另有保溫
水壺、預防流感資訊和利是。有關長者乃透過
「嗇色園主辦可頤耆英鄰舍中心」協助甄別。
劉楚釗表示：「今年是紅會醫護服務部第六
次舉辦『人道關愛福滿載』活動。送贈福袋不
單是為有需要的長者給予一點物資上的援助，
更重要的是與長者分享人道關愛，亦藉此提升
社會人士對他們的關注。」
義工馮志武表示，活動令他更加了解長者的
生活情況，使他真實感受到施與受同樣有福的
含意。「我往後必定會鼓勵家人一同參與這項
富意義的活動。」
受訪長者都表示義工為他們帶來節日溫情。
冼生冼太在收到「福袋」後笑逐顏開，他們表
示：「這些賀年禮物令我們的新春食品得以豐
富一點；但更重要的是，你們的探訪慰問，讓
我兩老感到非常開心！」

港鐵健兒25公里賽奪冠

■跑手周伯亮、黃信龍、羅俊健及陸智 。
香港文匯報訊 港鐵公司多位長跑好手參加2
日舉行的「綠色力量環島行」活動，並勇奪錦
標。其中，港鐵健兒周伯亮、黃信龍、羅俊健
及陸智 在25公里工商機構社團團體盃賽得到
冠軍，他們用了2小時51分鐘完成了由大潭到
大浪灣的賽事。另一支隊伍何智東、饒偉龍、
陳桂明及鄺希煒，則用57分鐘56秒跑完從香港
仔郊野公園到大潭的10公里賽事，奪得10公里
工商機構社團團體盃賽的亞軍。
今年已是港鐵連續第九年參加「綠色力量環
島行」活動，既為綠色力量的環保、教育及保
育活動籌款出一分力，並能發揮員工潛能。
除了落場競賽支持活動，50多位港鐵員工及
他們的家人亦以義工身份參與活動，協助主辦
單位分發物資及維持秩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