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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清華會見港青年企業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據新華社報道，廣西
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彭清
華5月31日在南寧會見了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副主
席、金鷹控股有限公司主席陳仲尼率領的香港青年
企業家考察團。
彭清華在會面中介紹了廣西投資環境和未來發展
設想。他說，廣西同時具備東中西部特徵，正處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振英在
施政報告提到要增加年輕人到內地實習的機
會，讓下一代增加閱歷，增強信心。今年暑
假，有1,000個香港大專學生透過香港學生活動
委員會主辦的「香港大學生暑期內地實習計劃
2013」，到內地12個省巿的企業實習。香港學

加快發展和擴大開放合作的黃金時期，這對工商界
來說是一個巨大機遇。當地政府非常歡迎各位香港
青年企業家到廣西開展經貿考察活動，並將積極營
造良好的投資發展環境。他希望建立桂港青年友好
往來長效機制，在環保、教育、扶貧等方面加強合
作，促進雙方相互認識、增進了解，攜手開創桂港
共贏發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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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介紹，香港青年企業家廣西考察團將先後在南
寧考察高新技術開發區、五象新區，在欽州考察中
國石油廣西石化分公司、欽州保稅港區、中馬欽州
產業園區。

陳仲尼：廣西具投資潛力

50名香港大學生赴桂實習

陳仲尼表示，廣西作為中國對接東盟的前沿，是
內地經濟發展最具活力及投資潛力的地區之一。香
港青年工商界將進一步發揮自身優勢，在環保、旅
遊、商貿、物流等方面與廣西加強合作，共謀發
展。

近年來，桂港兩地青年交流頻繁。每年香港青年
聯會都邀請廣西青聯代表前往香港參加香港青年聯
會會慶及董事會就職典禮活動。今年6月，香港大學
生暑期內地實習計劃將繼續組織實施，50名香港大
學生將到南寧開展為期一個月的暑期實習。

港生內地實習敲鑼啟動
曾鈺成陳林等授旗 龍子明致辭

生活動委員會執行主席龍子明相信，學生透過
實習將受益不淺，又呼籲他們把握機會學習內
地企業文化。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中聯辦青年
工作部部長陳林昨為實習計劃的出發啟動禮主
禮，向實習學生代表頒授旗幟，並敲響銅鑼，
象徵實習計劃正式啟動。

該 實習計劃2013」舉辦啟動出發禮，有500名參與
委員會昨日假浸大會堂為「香港大學生暑期內地

計劃的學生出席。主禮嘉賓包括曾鈺成、陳林、龍子
明、行政會議成員廖長城、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民政事
務局常任秘書長楊立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
華、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傅小慧、立法會議員馬逢國、
港區人大代表雷添良、黃玉山，公民教育委員會主席李
宗德。主禮嘉賓將 上12個實習計劃省巿名字的錦旗，
授予各個合辦機構的學生代表，曾鈺成、陳林、龍子明
和實習學生代表四人一同敲響銅鑼，以示實習計劃正式
啟動，學生將出發前往實習崗位。

150企業提供千個名額
龍子明致辭時表示，今年活動規模比往年更大，實習
地由去年全國9個省巿增加到12個省巿、超過150間大型
國營及民營企業提供約1,000個實習崗位，行業更加廣

■香港大學生暑期內地實習計劃2013啟動禮，龍子明陪同主
禮嘉賓曾鈺成、陳林敲響銅鑼。
黃偉邦 攝
泛，相信能令學生受益不淺。他還勉勵學生說：「各位
同學，今次我們有實習機會實在是得來不易，不容易取
得那麼多崗位回來，希望大家都能夠把握這個機會，多
點了解內地的企業文化，從實踐之中學習。」

楊立門籲學生珍惜機會
楊立門致辭時亦呼籲學生珍惜機會，好好把握機會裝

■啟動禮上嘉賓、師生大合影。

備自己，拓闊視野和人際網絡，「無論你們日後是否真
的決定去內地就業也好，這個計劃一定會是你人生很重
要的經驗。」
出發啟動禮完結後，有「中國麥當勞之父」美譽的前
麥當勞公司大中華區總裁朱源和和啟文集團有限公司主
席馮炳壽向學生分享他們白手興家的故事，交流職場工
作經驗心得。

黃偉邦 攝
「香港大學生暑期內地實習計劃」今年已是第三年舉
行，1000名香港大專院校學生將到內地實習1個多月，行
業遍及銀行、法律、航空、酒店、電訊、醫藥、教育、
科技、文化等，實習城巿則包括北京、上海、天津、福
建、四川、重慶、江蘇、浙江、湖南、山東、廣東及廣
西。20名實習表現傑出的學生，更可獲信和集團贊助到
新加坡進行4日3夜的商業考察，與傑出企業家交流。

中總港澳辦研討班結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中華總商會
與國務院港澳辦合辦的研討班日前圓滿結
束。該班33名學員為全國人大、國務院港澳
辦及各省市政府機關的領導和幹部，是次來
港進行為期15天的學習，全方位了解本港經
濟、社會、法制等情況，其間並參訪本港企
業及政府相關機構。

■河南省委副書記鄧凱（右七）與林廣兆（右六）
、林銘森（右八）等會面。

中總中企協赴鄭州中博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中華
總商會與香港中國企業協會日前聯合組團
赴河南省鄭州市，出席第八屆中國中部投
資貿易博覽會（中博會）
。
代表團團長、香港中華總商會榮譽會長
林廣兆表示，中博會舉辦的過去7年來，
中部六省成為內地重要的經濟增長點，今
屆「中博會」的主題是「持續轉型、協調
發展、促進崛起」。他呼籲香港企業應把
握中部轉型升級機遇，發揮在現代服務業
等方面的優勢，積極參與中部崛起的建

設。
代表團副團長、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副會
長兼總裁馮洪章表示，河南與中部其他省
一樣，擁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和豐富的自然
資源，經過實施「中部崛起」戰略，六省
的社會經濟有了很大發展，香港企業將一
如既往地關注中部，聯手中部，實現共
贏。
在河南期間，代表團應邀出席了中博會
歡迎晚宴、開幕式和高峰論壇，並赴新鄭
和開封參觀考察。

陳幼南出席致辭
中總副會長陳幼南在結業禮上表示：「香
港在社會福利、公共設施和服務、管理社會
組織、推行城市規劃等方面具有豐富經驗，
可與內地合作，提供專業的意見；此外，香
港的金融服務、貿易、創意媒體等行業的經
營方式，以及港府在扶持中小企業的政策等
也可以供內地借鏡。
國務院法制辦幹部高玉豔表示：「透過兩
周全方位及有系統的學習，學員們對香港的
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有了進一步
了解，對香港的自由、平等、法治、廉潔奉
公等核心價值也有了基本的認識，不但增長
了見識，更開闊了視野。」

■中總成員、嘉賓與研討班學員合影。
全國人大預算工委調研室副處長周梓斌表 來，在協助國家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
示：「香港是以市場經濟為主的社會，奉行 用。香港未來更可作為內地企業國際化的橋
小政府、大市場的模式，在教育、醫療及社 樑，為內地企業走出去提供會計及法律等全
會福利等方面，政府主要通過購買公益組織 方位的服務，繼續為國家走向世界作出貢
的服務，為市民提供所需，此模式避免了政 獻。出席研討班結業禮者尚包括講師代表、
府架構規模龐大，效率低下的問題，值得內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中總培
地學習借鑒。」
訓委員會副主席高敏堅，委員謝湧海、邱建
國務院港澳辦政研司幹部葉博認為，香港 新、李銘深、黃自強，內地事務委員會委員
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擁有完善的 李國強、陳燦標，珠三角委員會委員陳東
法律制度、發達的金融體系，改革開放以 岳。

責任編輯：羅縈韻 版面設計：劉坻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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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客山東」旅遊營銷中心正式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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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旅遊局和香港中國
旅行社日前在香港聯合舉行
「好客山東」旅遊營銷中心
掛牌儀式，山東省人民政府
副省長夏耕、港中旅集團董
■民生銀行香港分行副行長陸中雲（右一）
、時尚傳媒集團總
裁劉江（左二）以及《芭莎藝術》主編徐寧（左一）向知名策
展人漢斯．尤爾里奇．奧布里斯特頒發「藝術社會推動獎」
。
為支持藝術的推廣與發展，促進中西文化交流與合作，5
月23日，中國民生銀行香港分行與中國知名雜誌《芭莎藝術》
進行獨家戰略合作，協同英國皇家藝術學院美術館，在香港
中環四季酒店隆重舉行本港年度最大規模的藝術盛宴「芭莎
藝術之夜2013」
。
本年度的「芭莎藝術之夜」邀請了超過兩百位賓客出席，
包括：徐累、曾梵志、周春芽等傑出藝術家，張明、劉祖
貴、謝哈．霍爾．愛爾．卡西米等資深收藏家，多姆斯收
藏、索卡藝術基金、誠品等知名藝術機構的代表，以及霍英
東集團副總裁霍啟文、榮豐集團主席殷劍波太平紳士、昌興
（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主席黃炳均等民生銀行貴賓客戶。
中國民生銀行香港分行作為獨家金融戰略合作方，已是第
二年支持此亞洲藝術界的頂級盛事。香港分行副行長陸中
雲、行長高級助理秦劍代表出席，副行長陸中雲發表開場致
辭，表達了中國民生銀行支持藝術發展的拳拳盛意，在其後
進行的頒獎禮上，陸行長向世界著名策展人、美術館館長和
藝術評論家漢斯．尤爾里奇·奧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頒發了「藝術社會推動獎」
，以表彰他多年來對藝術
事業的傑出貢獻。而拉里．高古軒（Larry Gagosian）則榮
獲「當代藝術貢獻獎」
，德國攝影藝術家安德烈亞斯．古爾
斯基（Andreas Gursky）則獲得「年度藝術家」榮譽。

事長張學武、亞洲旅遊交流
中心主任劉志江、香港旅遊
發展局中國市場副經理趙婉
雯等領導和來賓出席儀式，
山東省旅遊局局長于 、香
港中國旅行社董事總經理薛
曉崗在儀式上致辭。

■當日出席「好客山東」旅遊營銷中心開幕儀式的嘉賓包括：山東
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夏耕（右三）、港中旅集團董事長張學武（左
三）
、亞洲旅遊交流中心主任劉志江（左二）
、山東省旅遊局局長于
（右二）
、香港中國旅行社董事總經理薛曉崗（右一）和香港旅
遊發展局中國市場副經理趙婉雯（左一）
。

山東省旅遊局局長于 在致辭中指出，「好客
山東」旅遊營銷中心是山東省旅遊局為實施「好
客山東」品牌國際化戰略，在海外與香港中國旅
行社合作開設的第一個營銷中心。山東省旅遊局
將配合香港中國旅行社，將該中心發展成為港澳
地區營銷「好客山東」的風向標與排頭兵，為港
澳市民提供更加豐富多彩的旅遊產品和更加優質
的旅遊服務。
香港中國旅行社董事總經理薛曉崗在致辭時表
示，香港中國旅行社與山東省旅遊局、山東省旅
遊業界長期緊密合作，「好客山東」旅遊營銷中
心開幕，正是雙方友好合作結下的又一碩果。香
港中國旅行社希望通過「好客山東」旅遊營銷中

心這一平台，組織更多的港澳市民和海外遊客赴
山東，體會岱青海藍，品味齊風魯韻。
港中旅集團董事長張學武在掛牌儀式結束後表
示，期望香港中國旅行社繼續深化與山東省各級旅
遊管理機構、港魯航線各航空公司、山東省各大景
區／度假區／酒店的戰略合作關係，不斷提升山東
線旅遊產品品質，引領港人赴山東旅遊市場潮流，
成為港魯兩地人民友好交流的重要橋樑。
「好客山東」旅遊營銷中心位於香港中環皇后
大道中77號中旅大廈1樓，設展示區、體驗區和銷
售區。顧客可以在「好客山東」旅遊營銷中心報
名參加赴山東各地的旅行團，或者購買赴山東各
地的自由行套票。

中
電
信
再
膺
﹁
亞
洲
最
佳
管
理
公
司
﹂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碼：
0728）在亞洲權威財經雜誌《金融亞洲》
（FinanceAsia）舉辦的第十三屆年度亞
洲最佳公司評選中，在亞洲芸芸數千家
上市公司中，連續三年獲投資者投票評
選為「亞洲最佳管理公司第一名」。這
是繼今年初中國電信獲《Euromoney》
評選為「亞洲全方位最佳管理公司」
後，資本市場對中國電信卓越管理的另
一項重要嘉許。
中國電信一直對企業管治及股東利益
非常重視。今年中國電信董事長兼首席
執行官王曉初再度獲評選為「中國最佳
首席執行官」；財務總監吳安迪亦再獲
選為「中國最佳財務總監」。同時，中
國電信亦在單項評選中獲得「亞洲最佳
電信公司」、「中國最佳管理公司第一
名」、「中國最佳企業管治第一名」、
「中國最佳投資者關係第一名」及「中
國最佳企業社會責任第一名」
。
中國電信今次能夠囊括多個獎項，顯
示投資者、分析師及資本市場充分肯定
中國電信在公司管理及企業管治的優秀
表現，並高度認同公司卓越的執行力及
高透明度，為亞太區內領先水平。

■王曉初董事長（右）接受《金融亞洲》
頒發「亞洲最佳管理公司第一名」獎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