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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雅安4月20日發生7.0級地震後，

浦發銀行立刻啟動應急金融服務機制，

並於4月22日宣佈先期向地震災區捐贈

500萬元人民幣，同時動員全體員工開

展「心繫雅安，浦發有愛」專項募捐活

動，並推出一系列應急金融服務措施，

與災區人民共渡時艱。

■花旗集團香港暨澳門區行長兼行政總裁盧韋柏（左三）

向專業大會評審團致送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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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Set, Go! Oxford English每單元均備

有TPR歌曲，帶領幼兒一邊唱歌，一邊做

動作，有效地記憶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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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第一時間推出客戶網上捐贈管道，開通客
戶向地震災區捐贈的網上綠色通道。

浦發銀行推出一系列應急金融服務舉措，具體
包括：

全力確保支付系統、國庫系統的正常運行，對財
政、民政等部門撥付（劃）的救災款項，隨到隨辦，
保證在第一時間撥至收款單位。匯劃財政金庫、救
災、撫恤金等款項免收電子匯劃費。免收客戶向救災
專用賬戶捐款的跨行轉賬手續費、電子匯劃費、郵費
和電報費等。

在具體執行中，客戶在營業網點匯款時說明匯款屬
於優惠政策範疇，該行櫃面工作人員將進行核實，如
確認屬於滿足優惠政策要求的，對該筆匯款手續費採
取直接免收或先收後退的措施。

從4月22日起至8月底，通過浦發銀行手機銀行管道
向四川地區發出的跨行匯款、行內匯款手續費全免。
積極與災區的住房按揭貸款和個人經營性貸款借款人
取得聯繫，根據借款人的受災情況，採取各種可能的

寬限措施，努力緩解受災借款人的債務負擔。
向雅安地區災區、災區周邊地區（主要包括：成

都、眉山市、樂山市、甘孜藏族自治州、德陽市、資
陽市等，涉及區域範圍根據後續實際情況將做相應調
整）旅遊出差客戶以及參與處理雅安地震救援處理的
浦發信用卡客戶給予延期三個月還款的待遇，同時為
上述地區的信用卡客戶減免利息、滯納金、掛失費和
換卡費。同時，浦發銀行信用卡中心將在客服中心接
線、徵信受理、分期延付等方面給予地震災區客戶優
先、優惠處理。

雅安地震災區的浦發銀行中小企業貸款客戶，凡因
地震災害造成無法在原合同約定時間歸還貸款的，浦
發銀行將給予寬限安排，不計收逾期罰息，不計收複
利；由於災情緊急而改變用途，用於抗震救災和災後
重建的貸款，不收取罰息，仍按原利率執行；對於核
准發放的用於抗震救災及災後重建的中小企業人民幣
貸款，可給予優惠利率。浦發銀行積極支持災後重建
工作，對災後重建專案開闢綠色審批通道，開設特別
授權，並給予優惠利率。

香港花旗集團日前舉行「花旗集團傑出財經新聞
獎2013」頒獎典禮。這項國際性的比賽於香港舉
辦，旨在表揚本港財經新聞工作者的出色表現，以
及他們在鞏固及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所作出的貢獻。

2013年為「花旗集團傑出財經新聞獎」成立第31
年。此項盛事吸引全球近40個國家的新聞工作者參
加，經嚴格評選後從眾多優秀的報道中選出約20位
得獎者。花旗集團香港暨澳門區行長兼行政總裁盧
韋柏表示：「我們非常榮幸於香港舉辦第四屆『花
旗集團傑出財經新聞獎』，從過程中我們留意到本港
財經報道的水平不斷躍升，持續為公眾提供有公信
力、高質素及引人入勝的經濟分析及報道，使本港
的財經新聞保持 領先地位。」

一眾資深學者和商界領袖為今屆「花旗集團傑出財
經新聞獎」擔任評判，他們包括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
院院長張仁良、亞洲金融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總裁
陳智思、 隆地產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陳南祿、香港
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雷鼎鳴、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局長馬時亨，以及花旗集團前香港區資本市場及企業
銀行業務總裁麥永森組成的獨立評審團。

本年度的「花旗集團傑出財經新聞獎」得獎者將
於紐約進行為期10天的考察活動，包括參與由哥倫
比亞大學安排的研討會、與資深學者及決策者進行
交流等。

為了讓幼兒更有效地學好英語，牛津大
學出版社今年推出了全港首套融合了「全
身反應教學法」（Total Physical Response

（TPR））的學前英語課程Get Set, Go!
Oxford English。

全身反應教學法是美國聖約瑟國立大學
心理學系教授James Asher的研究成果，此
教學法把語言和動作相互結合，通過進行
肢體活動，提升語言學習的效能。透過此
教學法，幼兒能在輕鬆和愉快的環境下學
習，並有助發展幼兒的肢體活動和協調能
力。

Get Set, Go! Oxford English中的每單元均備
有TPR歌曲和學習活動，帶領幼兒一邊唱
歌，一邊做動作，有效地記憶所學。書內的
課堂活動經過特別設計，能鼓勵幼兒透過有
趣的活動重溫及鞏固所學。此外，此套教材
更備有點讀筆，讓家長跟幼兒在家玩玩遊
戲，輕鬆學習英語，延伸學校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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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發行向雅安災區捐贈5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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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永文梁志祥張肖鷹等主禮 童文浩蟬聯主席

新界社團首長聯誼會就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熙）香港潮州商會上月底於會

所大禮堂舉行第七場「團結建港」座談會，邀請行政會
議成員、立法會議員林健鋒與該會會董及同仁一同分享
其從政從商的心得體會。

林讚潮商支持政府施政

商會會長周振基感謝林健鋒在百忙之中為商會首長、
會董介紹香港的最新政經形勢。林健鋒則讚揚香港潮州
商會是一個愛國愛港愛鄉的優秀社團，對該會繼續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深具信心。

座談會上，常務會董陳捷貴、張俊勇，會董陳偉泉、
陳育明、姚逸明、莊偉茵、莊健成、黃仰芳等分別就最
近香港發生的政經大事提問，林健鋒一一作了清晰明確
的解答，表示只要大家抱 愛國愛港之心，一定可以令
香港繼續保持繁榮穩定。

當日出席者尚包括，張成雄、林宣亮、陳智文、劉奇
、蔡衍濤、許學之、藍鴻震、廖鐵城、陳捷貴、陳蕙
婷、張俊勇、黃順源、馬僑生、吳哲歆、林李婉冰、葉
振南、林赤有、蔡少洲、周博軒、蕭成財、高明東、馬
清楠、馬清鏗、陳偉泉、胡炎松、章曼琪、陳愛菁、陳
德寧、馬照祥、陳建源、唐大錦、林宣中、魏偉明、鄭
捷明、嚴霞銘、陳生好、趙錦章、王文漢、胡澤文、張
少鵬、張詩培、陳育明、蔡少偉、余秋偉、李志強、林
燕勝、姚逸明、莊偉茵、莊健成、許禮良、陳正欣、陳
志強、陳澤華、黃仰芳、鄭合明、鄭敬凱、鄭毓和等。

據悉，潮州商會第四十八屆會董會推出「團結建港」
系列座談會以來，分別邀請了特首梁振英、公務員事務
局局長鄧國威、瑞安集團主席羅康瑞、科技大學校長陳
繁昌、演藝學院校長華道賢等任嘉賓，與同仁分享在政
經文化領域的心得和經驗。

當晚近400位各界友好歡聚一堂共同見證，場
面熱鬧。

王少強介紹會務工作成績

首席會長王少強在致辭中介紹該會的歷史，並
讚揚永遠會長鄭任安、主席童文浩及歷屆委員，
多年來配合社會服務的需求，與區內居民共同策
劃及發展，為新界區居民提供各項服務。此外，

該會亦在各位領導的帶領及指導下，積極為內地
有需要的山區學童提供協助，先後在韶關市翁
源、乳源及始興等地區興建教學大樓，讓內地的
學童能在較完善的環境中學習，為將來回饋祖
國、造福社群做好準備。他又期望新一屆委員能
發揮所長、共謀良策，服務社區，創造更美好的
明天。

童文浩致辭時提到，他自2003年擔任主席以

來，一直聯同各首長積極努力發展會務，參與本
地的慈善工作，又在內地偏遠地區做希望工程，
至今足跡已遍布粵北山區。他特別讚揚永遠會長
鄭任安，首席會長王少強，會長張贊鴻、杜玉
鳳，以及各委員的衷誠合作，又感謝社會人士的
支持和熱心捐助。展望未來，他說，該會仍會秉
承創會宗旨，團結社會力量，進一步發展扶貧的
任務，支持偏遠山區的獎教助學工作，培育社會
棟樑。

黃智華監誓 高永文獻唱

其後，多位主禮嘉賓亦陸續致辭訓勉，並由黃

智華主持監誓儀式。當晚除了有傳統的祝酒儀

式，高永文等主禮嘉賓亦上台獻唱，獲在場人士

熱烈掌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資深外交官、現
任中國戰略與研究會副會長、外交部國際諮詢委
員吳建民，日前在港出席一個民間社團講座時多
番被問及釣魚島問題會否引發「中日戰爭」，他指
出，國家將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中國外交奉
行「不稱霸、不擴張、不結盟」3大原則，中國不
會主動發動戰爭。而中國作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夥
伴，日本發動戰爭並不符合兩國利益，因此亦看
不出日本會主動發動戰爭。

21世紀是和平發展時代

吳建民出席由九龍社團聯會、九龍地域校長聯
會合辦的講座，以《世界的變化與中國外交》為
題，闡述隨 時代變化，當今國際形勢也相應變
化，20世紀「戰爭與革命」的時代已然過去，21
世紀則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這其中有5大因
素，一是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非常慘
痛的經歷；二是現今核武器的出現，其殺傷力太
強，足以摧毀地球若干次；三是世界全球化中造
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使國與國之
間利益緊密聯繫；四是西方世界內部有了深度改
良；五是世界各地窮人要擺脫貧窮靠的是發展。

吳建民指出，隨 時代的轉變，國與國之間都
希望能實現共贏。「戰爭在人類史上曾經威力無
比，通過外交解決不了的問題，就是訴諸戰爭來
解決。但是21世紀，戰爭危機不那麼大了，像美

國對阿富汗、伊拉克戰爭，顯示戰爭已經解決不
了問題了。」美國在這兩次戰爭耗費巨大，對之
後無錢應對金融危機也有關係。

中日會冷靜考慮最大利益

對於國際會否因為能源爭奪而爆發戰爭、「中
日是否終有一戰？」等問題，吳認為全球經貿體
系目前仍在發揮作用，國際貿易利益的相互依
存，核武戰爭將使雙方利益受到巨大損害。「大
家冷靜想一想，中國與日本最大利益是甚麼？日
本百姓想走軍國主義道路、還是要走和平發展經
濟的道路？中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看不出

日本主動摧毀這種關係的理由。」
「中國經過100年奮鬥，才有今天的發展勢頭，

（戰爭）則會造成中斷，因此也看不到中國會主動
發動戰爭，更看不到外國會主動對中國發動戰
爭。」他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話指，中國將高
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始終不渝走
和平發展道路。因此，發展才是硬道理。

王惠貞盧寧等逾300人參加

講座吸引逾300人參加，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
惠貞，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盧寧、副處長李
細春，前全國人大代表費斐等出席講座。

香港文匯報訊 廣東河源市副市長朱蔚蔚日前率領訪問團一行10
多人到訪香港工商總會。座談會上，朱蔚蔚代表市長彭建文向總會
致意，又感謝香港企業家，特別是會長吳惠權、主席張興來等對河
源市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對貧困家庭慷慨捐助。她同時推介河源投
資環境，歡迎組團到河源考察。

吳惠權王庭聰張興來接待

吳惠權指，自己投資河源，在於市領導以人為本，關心外商企
業，推出優惠政策而且手續簡便快捷。

會長王庭聰、主席張興來表示，工商總會為香港工商界投資內地
搭建很好的平台，該會將進一步推動此項工作，組織會員考察新項
目，為內地包括河源經濟發展作出更多貢獻。

參加接待的還包括工商總會首席會長廖榕就，會長董清世，副主
席張碧芳、彭振聲、鄧捷明、陳曉津，秘書長黃進輝，常務副秘書
長張蘭，會董麥家銘、柳曉螢、潘鏡森、馮漢光、蔡鎮英、梁啟
明、方約拿單、葉文中、符之福等。

工商總會迎河源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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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建民赴九龍社團講和平外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韋珮華）新界社團首長聯誼會日前假元朗紅爵御宴舉行第十八屆

委員就職典禮。當晚出席嘉賓包括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立法會議員、元朗區議會

主席梁志祥，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張肖鷹，元朗民政事務助理專員黃智華，社會福

利署元朗區福利專員符俊雄，香港警務處元朗警區指揮官鄧炳強總警司，中共韶關市委

統戰部部長何偉青，廣東省乳源瑤族自治縣縣委書記吳春騰等。童文浩連任主席一職。

■河源市副市長朱蔚蔚率領訪問團一行到訪香港工商總會。

■香港潮州商會舉行第七場「團結建港」座談會，林健鋒擔任主講

嘉賓，圖為賓主合影。

■香港九龍社團聯會邀請資深外交官吳建民闡述國家的和平外交。 香港文匯報記者沈清麗 攝

■新界社團首長聯誼會第十八屆委員就職典禮，賓主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韋珮華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