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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網載，中聯辦主任張
曉明21日在辦內會見貴州省委書記趙克志、省
長陳敏爾率領的經貿代表團，副主任郭莉陪同
會見。趙克志和陳敏爾向張曉明介紹了近年來
貴州省經濟社會發展及對外經貿合作等情況，
雙方就進一步加強貴港互利合作進行了交流。

來港招商簽約逾2,033億

當日下午，張曉明還應邀出席「2013貴州．
香港投資貿易活動周」開幕式，郭莉陪同出席
並參加了之後舉行的項目簽約儀式。據悉，是
次活動集中簽約了60個項目，金額達262億美
元（約逾2,033億港元）。這是貴州連續第三年
來港招商，前兩年共簽訂合作項目132個，總
投資近300億美元。

■張曉明（右）與趙克志就進一步加強貴港互利合作進

行交流。 中聯辦網站圖片 ■在會上，雙方互贈紀念品。 中聯辦網站圖片

張曉明會見趙克志陳敏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昨日
載，香港各界繼續通過中聯辦向
蘆山地震災區捐款，截至昨日，
累計總額達195,889,376.8港元，
捐贈奶粉30,886罐。

中聯辦已成立賑災專戶接收各
界捐款。專戶中文名稱：中央政
府駐港聯絡辦賑災專戶，英文名
稱：LIAISON OFFICE OF THE
CPG IN THE HKSAR—
SPECIAL A/C FOR DISASTER
R E L I E F ； 賬 戶 號 碼 ：
01287500193328；開戶銀行：中
國銀行（香港）；聯繫地址：香
港干諾道西160號2113室（2113，
21/F 160 CONNAUGHT ROAD
WEST ， H.K）；聯繫電話：
2831 4333轉賑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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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商經貿交流合作劉宗明林樹哲許榮茂等出席

港龍會歡宴陸昊一行

香港文匯報訊 「第五屆香港傑出
義工獎」將於下周一截止提名，主辦
單位呼籲各界把握機會，提名身邊優
秀的義工、義工小組及企業﹙企業可
自薦﹚參選。

「第五屆香港傑出義工獎」由義務
工作發展局和RoadShow合辦，將選
出10名傑出義工或義工小組，和一個
表揚企業推動義務工作的企業獎。義
務工作發展局於2005年首辦「香港傑
出義工獎」，是一個全港的義工選
拔，藉以表揚義工出色的表現及成
就，為社會樹立香港傑出義工的典
範，提高社會人士對義工的認知和認
同。

胡定旭任評委主席

「第五屆香港傑出義工獎」評審委
員會由醫院管理局主席胡定旭任主
席，委員包括香港傑出義工會創會會
長車淑梅、路訊通控股有限公司創辦
人及副主席伍穎梅、香港大學校長徐
立之、香港房屋協會主席鄔滿海和第
五屆香港傑出義工獎籌委會主席沈之
弘。

有關詳情及下載提名表格可登入
「第五屆香港傑出義工獎」網頁
www.avs.org.hk/5th_hkva/ 或致電
2527 3825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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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宗明：續發揮平台作用

劉宗明代表該會全體同仁歡迎陸昊一行的到來，他
說，該會成立至今近10年，在各位同仁的努力及黑龍江省
政府的關懷下，團結一致，不斷壯大，秉承「服務黑龍
江，服務香港」的宗旨，多年來努力不懈地為香港及龍
省的經濟發展貢獻力量。他相信在各位領導的帶領下，
該省的發展定會有新的突破，港龍會也將一如既往地緊
密配合龍省的招商，大力發揮平台作用。

陸昊讚港地位極重要

晚宴上，陸昊首先感謝港龍會為兩地經濟合作等方面
作出的貢獻。他指出，香港在該省的對外合作與開放格

局中居於極其重要的地位，而港龍會則在其中發揮 重
要作用，並說黑龍江省與港龍會的友誼是牢固的，希望
雙方繼續強化交流合作。

吳銀龍致謝 全場舉杯

該會副會長吳銀龍致謝辭，全場舉杯，共祝兩地合作

再創輝煌。出席晚宴的該會代表尚有，副會長方平、高
佩璇、潘榮耀、李銘洪、劉坤銘、黃殖民、黃少波、陳
永源、歐陽士國、蔡國良、周春玲、賴亞成、楊毅、劉
興華、姜滔、陳育明、魏明德、陳遠東等。代表團成員
有，黑龍江省副省長孫堯，哈爾濱市市長宋希斌，黑龍
江省省長助理趙傑、省政府秘書長李海濤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熙）香港黑龍江經濟

合作促進會（港龍會）21日設宴歡迎來港參加經

貿交流活動的黑龍江省委副書記、代省長陸昊一

行，該會會長劉宗明、創會會長林樹哲、永遠榮

譽會長許榮茂及多位副會長出席歡迎晚宴。陸昊

指，港龍會在兩地的經貿合作中發揮 重要作

用，希望雙方進一步強化交流，深化友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 鄭州報道）

赴河南參加第八屆中博會的香港華菁會
代表團日前與河南省青年聯合會成員舉
行座談會，共論如何攜手奮進為豫港兩
地的經濟人文交流作出更大的貢獻。

宋麗萍付磊介紹優惠政策

河南省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宋麗萍介
紹說，目前河南在香港的企業有66家，
其中14家是上市公司。她指，河南企業
上市意願強烈，希望能夠透過香港這個
金融中心平台更多地走出去。河南省發
改委國民經濟綜合處處長付磊亦介紹，
河南各級政府都在積極推動企業上市，

並會通過補貼發行費等方式給予政策補
貼。

河南省青聯委員、上宅集團執行董事、
總裁趙詣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此次與香
港華菁會座談受益匪淺，他所在公司從事
的一塊主要業務是有機農產品的加工製
造，希望公司產品能夠進入香港市場，並
最終實現在香港的融資上市。

資源互補 共尋發展切點

香港華菁會主席、摩根大通證券（亞
太）有限公司投資銀行亞洲區副主席方
方表示，香港作為世界金融中心，與河
南這樣一個人口大省、資源大省有 天

然的互補關係，期望雙方能夠攜手奮
進，找到共同發展的切入點，為兩地繁
榮發展做出更大貢獻。河南省共青團省
委副書記、河南省青聯副主席王藝亦對
雙方下一步的合作充滿期待。

香港華菁會副主席陳冉告訴記者，協
會的「神州搵好工」項目已經舉行了兩
屆，本年度項目已經啟動。該活動是以
香港大學生在內地職場實習為場景的職
場體現活動，希望能夠通過活動讓香港
大學生了解內地一流企業的企業文化、
發展前景、職場生態等。她希望有機會
該項目能夠走進河南，讓香港大學生了
解河南一流企業的發展狀況。

5月23日，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會見了西

班牙駐華大使瓦倫西亞，雙方就中西關係和

港西交流與合作交換了意見。西班牙駐港總

領事納達爾會見時在座。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網站圖片

宋哲晤西班牙駐華大使

豫港青年座談 獻力兩地交流

■河南省港澳事務辦

公室主任宋麗萍致

辭。 劉蕊攝

■趙詣表示，此次與

香港華菁會座談受益

匪淺。 劉蕊攝

■港龍會設宴歡迎黑龍江省委副書記、代省長陸昊一行，圖為賓主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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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便市民和遊客於假
日出遊，九巴逢星期日及
香港公眾假期，推出「五
線假日通」，標準定價為
52.5元（小童／長者只需付
半價，即26.3元），但在4月
7日至10月6日推廣期內，
乘客只須用八達通付50元

（小童／長者只需付半價，
即25元），便可在「假日」
全日無限次及不限方向地
乘搭五條指定巴士線，暢
遊深圳及港、九、新界旅遊熱點。

「五線假日通」覆蓋以下的五條路線，連繫落
馬洲（深圳福田口岸）及香港市區主要旅遊熱點
如旺角、尖沙咀、中環及銅鑼灣等：

B1線【落馬洲鐵路站←→天水圍鐵路站，全程
車費12.7元】

968線【元朗（西）←→銅鑼灣（天后），全程車費22.7元】
68X線【洪水橋（洪元路）←→佐敦（渡華路），全程

車費13.6元】
2線【蘇屋←→尖沙咀碼頭，全程車費4.7元】
6線【荔枝角←→尖沙咀碼頭，全程車費4.9元】
購買「五線假日通」必須以八達通進行交易，方法非常

簡單，乘客登上上述任何一條路線的巴士時，或於九巴落
馬洲票務處，向車長或服務中心職員表明欲購買「五線假
日通」，然後按職員提示用八達通輕拍收費器便可。

持有「五線假日通」的乘客於購買當日至五條路線尾班
車為止，以同一張八達通，可不限次數乘搭上述五條路
線。持有「五線假日通」的乘客轉乘其他九巴路線時，亦
可享有現時八達通巴士轉乘優惠。

「零食物語」由即日起推出「橡皮
鴨．正能量脆脆蝦片」作慈善義賣，近
日以一股正能量訪港的「橡皮鴨」與零
食物語推出限量版「橡皮鴨．正能量脆
脆蝦片」，售完即止，目的只為全力支
持「心晴行動」，同時讓市民大眾於賞
鴨日子裡再將歡樂及善心發揚光大。

「橡皮鴨．正能量脆脆蝦片」以可愛
的黃色鴨子作造型，只要買一份限量版

「橡皮鴨．正能量脆脆蝦片」便可為慈
善出力，零食物語將是次「橡皮鴨．正
能量脆脆蝦片」義賣善款撥捐「心晴行
動慈善基金」，目的以橡皮鴨的正能量
喚起社會大眾對情緒病的關注。「橡皮
鴨．正能量脆脆蝦片」絕對適合與三五
知己一同分享，大家更可一邊細嚐美味
零食，又可發揚善心精神，可謂「一舉
兩DUCK」！

Rubber Duck是我們的兒時回憶，除
Rubber Duck外，伴隨大家成長的美味
零食亦不可少DUCK！藉 今次充滿正
能量的巨型橡皮鴨訪港，零食物語與
Rubber Duck合作推出限量版「橡皮
鴨．正能量脆脆蝦片」作慈善義賣。盒
面是招牌可愛巨鴨，內藏紫菜及BBQ兩
款口味，只限
於零食物語有
售。

東華三院總理馮少雲實現時裝夢

香港作為亞洲的時裝之都總是給人以創新、先鋒的

時尚之感；東華三院總理馮少雲最近創立的自家時裝

品牌雅詩愛娜（Estee Ella），首間旗艦店日前已於中

環威靈頓街隆重開業，旗下品牌產品集合本港七名深

具潛質的時裝設計師，一直醉心時裝的馮少雲表示，

業務日後將以加盟店形式在本港發展，以出口市場為

目標，期望帶領香港時裝設計師衝出香港進軍國際市

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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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雅詩愛娜（Estee Ella）主席的馮少雲認為，香

港時裝設計師一直具備設計創意的條件，她憑經
驗搜集資料、市場策劃是拓展市場，在創意及商業層面
上取得平衡，創造商機。

上班型格之選
「Estee Ella每一款上品均屬限量版，風格屬於smart

casuel，上班可以有自己的風格，材料主要用比較透氣質
料，亦注重布料的輕重，除了型格之外，亦可享受質
量。」

馮少雲主席表示，將來贊助名人明星，以增加知名
度，每家Estee Ella店舖均屬自置物業。

目前，品牌將從樓上舖出發，現階段選址中環，日後
以加盟店形式發展，今年將於銅鑼灣及尖沙咀等旺區陸
續開業，以不同的店面及產品，迎合各類人士的需要及

喜好，「我做生意多年，積累了很大的人際網絡，由於
我本身很愛時裝，很想擁有一個屬於香港的品牌，想為
香港設計師衝出香港，與國際市場互相取經。」

馮主席表示，目前，Estee Ella共有七位設計師，當中
包括Mim Mak、Moon Yeung、Nerco Poon、Spider Lau
& Ying Lau、Tong Leung等，曾於本地及外國屢獲獎
項，「我們的設計師在歐洲搜羅特別的布料應用，替客
人配搭款式，上班及派對，比平時慣常傳統衣 更顯特
別。」由於欣賞設計師們的牌子，所以馮主席積極為他
們推廣及曝光，參與更多展覽及活動，將品牌的口碑做
好以吸引更多客戶。

未來，憑 緊貼國際潮流，了解市場需要的豐富經
驗，馮主席帶領Estee Ella積極發展出口市場包括內地、
日本、韓國等地，亦希望帶領香港時裝設計師衝出香
港，進軍國際市場。

創本地品牌Estee Ella

■雅詩愛娜（Estee Ella）主席馮少雲（中）與同

事們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