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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名支持香港小交響樂團音樂會
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

行日前全力支持於香港大會堂舉行的

「中國民生銀行香港分行一周年慶典音

樂會：莫扎特第二十二鋼琴協奏曲」。

今年3月30日是香港分行成立一周年紀

念，為秉承總行「服務大眾，情繫民

生」的理念，香港分行冠名支持由享

譽國際的本地旗艦樂團——香港小交

響樂團舉辦的音樂會。

■由左至右：香港總商會總裁袁莎妮、Google香港銷售總

監張蔓詩、香港二樓書店代表王先生、The Tattoo Temple

Studio代表Chris Anderson、極地長征代表Mary Gadams及

三和珍珠寶石有限公司代表馮先生。

■
城
大
法
律
學
院
學
生
日

前
於
維
也
納
國
際
模
擬
法

庭
比
賽
中
勇
奪
冠
軍

■由左至右：香港小交響樂團行政總裁楊惠、民生銀行

香港分行行長高級助理黃明輝、民生銀行香港分行副行

長徐偉及香港小交響樂團主席施永青共同主持「中國民

生銀行香港分行一周年慶典音樂會」的祝酒儀式。

Google與香港總商會於今年3月25日聯手舉辨「香港中小企
精英挑戰賽」，為香港特區政府首屆「國際IT匯」打響頭炮，
旨在辨別及表揚在互聯網上延伸業務，並採用網上工具來把
產品及服務銷售至海外的中小企。

互聯網為企業家帶來更多機遇，讓他們更容易開創業務，
並接觸世界各地的客戶。今天，最小型的企業也能採用網上
工具來營運與大型企業一樣的業務規模。本地中小企佔全港
商業機構數目98%，中小企絕對是本地經濟發展軸心。是次入

圍決賽的參賽者證明了互聯網能為中小企更有效地把握香港獨有的文
化及亞太區商業樞紐的優勝之處來拓展業務。

經過激烈的評審及特別嘉賓投票，4家優勝的公司包括（排名不分
先後）：香港二樓書店、The Tattoo Temple Studio、極地長征及三和
珍珠寶石有限公司。4間優勝中小企將參加今年4月中旬在新加坡進行
的「Google亞太區中小企峰會」，與香港鄰近地區的企業交流及展示其
業務產品。

是次決賽的5位評判包括香港總商會總裁袁莎妮、香港立法會議員
（資訊科技界）莫乃光、香港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客戶聯絡小組主席
馬桂榕太平紳士、Varitronix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蔡東豪，以及香港中
文大學創業研究中心創辦人及主任區玉輝教授。比賽評審準則包括參
賽者的公司理念、創新主意、商業潛力、營運持續性及為本地中小企
帶來的啟示。

今年3月28日，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的
學生於奧地利首都維也納舉行的國際商事
仲裁模擬仲裁庭辯論賽（The Annual
Willem C. Vis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Moot）中脫穎而出，奪得比賽的
總冠軍。賽事今年踏入第20屆，計有來自
67個國家和地區的295支隊伍遠赴維也納參
加比賽。去年，城大法學院已在香港舉行
的姊妹賽事國際商事仲裁模擬仲裁庭（東
方賽區）辯論賽（The Annual Willem C. Vis
(East)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Moot）中奪魁，成為全球唯一連續獲得此
兩項殊榮的學府。城大法學院副院長Anton
Cooray教授及顧敏康教授於上星期六到香
港國際機場歡迎同學凱旋歸來。

今次城大隊伍的隊員計有法律學榮譽學
士（LLB）的何樂添同學、周曦婷同學、
Kaur Kamaljeet同學；法律博士（JD）的梁
方同學；法學專業證書（PCLL）的吳嘉晞
同學及吳家欣同學，並由城大法學院模擬
法庭辯論總監Rajesh Sharma助理教授訓
練、隨團指導。此比賽目的乃是透過模擬
個案的法庭辯論，應用仲裁的方法解決有
關國際商貿的爭議，以加強國際商貿法及
仲裁學方面的研究，並為替代性爭議解決
機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長足
發展培育未來的領袖。

該音樂會由中國頂尖指揮家李心草與香港小交
響樂團共同演繹貝多芬《命運》交響曲及莫

扎特經典。民生銀行香港分行副行長徐偉及行長
高級助理黃明輝，香港小交響樂團主席施永青、
行政總裁楊惠共同主持了音樂會的祝酒儀式。此
外，香港分行更藉此良機，邀請了逾400位主要客
戶、業務夥伴和嘉賓共同欣賞，以答謝其對香港
分行的支持，場面鼎盛。

民生銀行香港分行行長林治洪表示：「民生銀
行向來把藝術公益作為企業公民責任工作的一項
重要內容，在中國銀行業素有『藝術銀行』之
稱。香港分行在致力拓展業務之餘，堅持貫徹該
理念，這次的慶典音樂會是香港分行繼去年與

《芭莎藝術》雜誌社、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多姆

斯收藏館成功合作舉辦『芭莎藝術之夜』之後，
首次支持本地文化藝術事業。香港小交響樂團一
直致力創新，務求拓寬聽眾群，銳意培育文化新
一代，與民生銀行的理念相符。本次冠名支持乃
香港分行植根香港，積極推動本地文化藝術發展
的一大體現。今後，我們將繼續大力支持相關活
動，進一步融入香港社會，履行企業公民責任。」

林治洪續道：「自香港分行開業以來，我行一
直本 審慎經營的基本原則，為目標客戶提供切
實可行的綜合金融解決方案。未來，民生銀行香
港分行將繼續充分利用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貿易
中心的有利條件，以更加開放的視野，與世界各
地的企業和朋友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提供更
加完善的金融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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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冠深7日率新華集團董事蔡雋思、新
華傳媒集團總經理張建華等高管赴廣

西考察。8日上午獲彭清華會見，彭清華表
示，香港具特殊優勢，廣西的發展前景很
好，歡迎香港工商界到廣西投資發展，有什
麼想法或有什麼建議都可以談。彭清華還
說，廣西要充分發揮區位和資源優勢，進一
步擴大對外開放。在中國—東盟自貿區建
設和中國—東盟博覽會永久落戶南寧的大
背景下，當局將努力改善軟硬件環境，全面
深化和拓展對港澳和東盟的開放合作。

彭清華於2012年12月從香港調任廣西壯族

自治區黨委書記。履新至今，一撥接一撥的
香港工商界人士絡繹不絕奔赴廣西開啟「掘
金之旅」。當地官員說：「廣西人氣從來沒
有如此之旺。」

港商絡繹於途 廣西人氣旺

外界普遍認為：「桂港經貿合作已經進入
了『蜜月期』。」據中新社記者掌握的信
息，廣西計劃於近期組團赴港澳及東南亞開
展經貿文化交流活動，期待通過一系列富有
成效的招商行動，把更多外商「請進來」。

今年是中國—東盟博覽會在南寧舉辦的
第十個年頭。在新的歷史和國際形勢下，如
何創新模式，進一步辦好博覽會，與東盟國
家頗有淵源的港企的作用顯然不可或缺。

矢言「堅定不移實施更加積極主動開放
戰略，加快與粵港澳經濟圈融合」的廣西
官方，高度重視蔡冠深一行的到訪。廣西
自治區投資促進局、外事辦、商務廳、國
際博覽事務局等機構高階人士，與蔡冠深
一行進行了密集會晤，就深化合作達成諸
多共識。

8日下午，蔡冠深還與廣西城建投資集團
董事長龐文達就文化產業合作深入交流。香
港新華傳媒全資附屬企業新華弘映承建的中
國（廣西）美術篆刻藝術館裝飾工程1月竣
工。這是新華集團與廣西城投的首度合作。

「我們的合作很成功。期待未來雙方能在
更廣泛領域進行合作。」龐文達告訴中新社
記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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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清華會見蔡冠深一行彭清華會見蔡冠深一行
歡迎港商投資 為廣西發展出謀獻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和富領袖網
絡周年大會2013暨第三屆該網絡大專院校總
會就職典禮，6日晚假九龍富豪酒店舉行，民
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主禮。和富社企會長李
宗德，「和富領袖網絡」顧問委員會主席戴
健文、督導委員會總監胡健民等出席。賓主
主持監誓，大專院校總會新任會長林進豪與
幹事會成員宣誓就職，並接受曾德成頒授的
會旗。

曾德成李宗德戴健文等監誓

是次大會由大專院校總會及分會一眾青年主
導及籌劃，以「集思成網．同心同行」為主
題，寓意凝聚22個分會，發揮網絡間的互動合
作精神，本 為社會服務理念，共建和諧社
會。

當晚筵開20多席，總會及22個分會的會長和
幹事會成員逾250人聚首一堂。戴健文致辭表
示，今次大會其實包含「三個主題」，除了

「同心」外，還有「飛躍」和「傳承」。2010年
至今，會員人數已經由4,000人發展到8,000
人，這是一項紀錄，也是總會及分會共同努力
的結果。

胡健民表示，和富領袖網絡已發展為橫跨22
間大專院校的學生網絡，8,000人會員藉這一

平台，自行策劃、組織和推行社會服務、領袖
才能培訓和公民教育活動，讓會員和青年成為
活躍及負責任的公民。

曾德成致辭，希望大專院校總會繼續舉辦更
多元化的活動，既讓在校大學生增強學習能
力，為未來踏出社會做好準備，也讓已畢業大
學生擴闊視野，更好服務社會。

林進豪：招募精英入籌委

林進豪表示，期望今年招募更多有能之士加

入做籌委，與各分會進一步加強合作交流，加
深各分會之間的認識，進一步推廣和富領袖網
絡。總會將憑仁愛之心、實務實幹的精神，把
和富領袖培訓、公民教育和社會服務三大領域
發揚光大，培養良好個人質素服務社會，協助
弱勢社群，認識祖國，履行公民責任。「這個
8,000人的大家庭，若能有效發揮這股力量回
饋社會，定能創出一番作為。」

大會還隆重發布新誕生的會歌《和你一
起》，全場賓主齊聲合唱，氣氛溫馨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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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富領袖網絡大專總會就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熙）「仁美清敘」主席黎燕珊率領該
會成員於復活節探訪位於德田 的保良局劉陳小寶長者中心，
與保良局主席梁寶珠一起參與社區飯堂派飯工作，雙方贈送100
份日用品予社區飯堂受惠長者，陪同他們度過了一個歡快的下
午。

梁寶珠讚賞「仁美清敘」關心長者，並講解社區飯堂的重要
性及未來發展，「保良局於2010年開始興辦『社區飯堂』，至今
全港共有11個，為獨居長者、公屋住戶、綜援受助者、失業人
士及在職貧窮人士提供廉價三餐，紓緩了不少基層市民的經濟
壓力」。現時保良局的社區飯堂，平均每天的供膳量達900餐，
未來需要更多熱心人士支持，進一步滿足社會需求。保良局社
區飯堂除了為社區有需要人士提供膳食外，也會定時舉辦一些
社區教育活動，包括營養健康講座、街頭展覽等。當日活動以

「愛笑瑜伽」熱身遊戲拉開序幕。隨後，眾人逐一派膳予在場長
者，並與他們話家常，氣氛十分溫馨。

福建希望工程4小學落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蘇榕蓉 三明報

道）以福建省政協委員、香港福建希
望工程基金會主席林英達為團長的訪
問團一行9人，日前赴三明為基金會4
所希望小學落成揭牌。林英達表示，
基金會將繼續關注、支持福建教育事
業，積極為福建培養造就更多人才，
為家鄉建設貢獻力量。

據介紹，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共捐資
190.1萬港元援建泰寧縣杉城鎮港閩希望
小學、建寧縣裡心鎮蘆田和諧希望小
學、明溪縣沙溪鄉蔡淑潤希望小學和大
田縣石牌鎮南益希望小學。4所學校援
建項目的投入使用，極大地改善了辦學
條件，為山區學子創造了良好的學習、

生活環境。其中由香港南益集團捐資35
萬港元為大田縣石牌鎮希望小學配置電
教室、電腦室、音樂室、美術室、會議
室的軟硬件設備，完善教學設施。

基金會顧問林勁，訪問團成員王東
昇、黃正體、孫建華、陳玲等參加三
明市大田縣石牌鎮南益希望小學的落
成典禮。三明市委常委、統戰部長江
興祿代表市委市政府對福建希望工程
基金會的善舉表示衷心感謝。他說，
多年來，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十
分關心支持三明的農村教育事業，給
山區孩子送來香港同胞的愛心和溫
暖，為促進三明教育事業發展作出重
要貢獻，贏得社會各界的廣泛讚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熙）中華廠商
會副會長吳清煥等昨日接待由安徽省商
務廳副廳長楊本清率領的代表團一行，
雙方就皖港經貿合作事宜交換意見。

楊本清在會上表示，該省將於本月22
日來港舉辦2013皖港經貿交流活動，希
望透過投資說明會暨簽約儀式，讓港商
了解當地整體投資環境、產業發展及投
資商機等，並邀請廠商會組團參加10月
於合肥舉行的徽商大會。

吳清煥歡迎代表團的到來並介紹該會
各項服務。他表示，該會在不同時期的
工業發展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包括在香港舉辦了47屆工展會，去屆以
超過7億元刷新銷售紀錄。近年該會在
內地多個省市舉辦工展會，提升港品牌
知名度，拓展內地龐大市場。

代表團團員包括黃山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王春林、安徽省商務廳口岸處處長徐滋
躍、安徽省商務廳外事處處長周宏及安徽
省外商投資促進事務局副調研員徐英；廠
商會常董何煜榮、會董蔡少森等參加接
待。

中新社南寧8日電　廣西壯族自治

區黨委書記彭清華8日在南寧會見到

訪的香港新華集團董事會主席、香

港中華總商會永遠名譽會長蔡冠

深，表示廣西要進一步發揮優勢擴

大開放，歡迎港工商界到廣西投資

發展。蔡冠深則讚彭清華「人緣

好」、在港商中有很多粉絲，他期待

與廣西加強合作，對集團投資廣西

「有信心」和「很放心」。

■第三屆和

富領袖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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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合照。

沈清麗 攝

■彭清華昨會見到訪的蔡冠深一行。

■吳清煥(右五)與楊本清(左四)於會上合照。

■圖為梁

寶珠、黎

燕珊等與

長 者 合

影。

廠商會接待皖副商務廳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