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小丹在會見代表團時表示，本屆
「廣交會」境外採購商到會人數

會保持穩定，當中港澳工商界仍然是
採購商的主力。高燕也表示，港澳商
界對「廣交會」一直以來非常支持，
是「廣交會」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期望港澳工商界繼續支持國家這一外
經貿平台。

中總將支持粵港澳自貿區

楊釗表示，中總及香港商界一直以來
高度重視「廣交會」，「廣交會」創辦
50多年以來，中總一直無間斷組織代表
團參加，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港商也通
過「廣交會」投身國家改革開放事業，
成就了事業與人生。而在粵港合作中，
中總將積極支持建立粵港澳自由貿易
區。
朱小丹談到粵港合作時表示，雙方有
非常好的基礎，但須與時俱進，現正

處於關鍵時期。目前，現代服務業逐漸
成為兩地合作的主題，在今年的粵港合

作聯席會議上談到了建立粵港澳自由貿
易區的議題，為粵港澳合作提升上一個
新的水平。朱小丹表示，建立粵港澳自
由貿易區是三地共同的願望，將發揮香
港國際自由港的優勢，為區域合作帶來
新的機遇。當前，各方對此熱情高漲，
下一步則需有實際性的合作，望能進一
步發揮愛國愛港團體的作用，為粵港合
作打開大的局面。
高燕介紹，CEPA補充協議十將於明

年1月1日起實施，現正進行各種審批流
程。她表示，中總8月底在港舉辦的
「CEPA十年 粵港共贏」論壇辦得非常
成功，是CEPA十年的見證，也為粵港
合作的新發展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
她表示，建立粵港澳自由貿易區和落實
CEPA，都將會讓粵港澳成為國家進一
步發展的新引擎。
楊釗表示，國家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

大成功，港澳因素不能忽視。他希望港
商能在新的發展時期加強與內地交流，
特別是在粵港新一輪合作中發揮積極作

用，為國家改革開放事業做更多的貢
獻。

曾智明任出口產品設計獎評委

在廣州期間，代表團應邀出席由廣州
市工商聯舉辦的「慶祝第一一四屆中國

進出口商品交易會開幕酒會」，副會長
曾智明還應邀擔任首屆「廣交會出口產
品設計獎」評委，到展館現場評審。
中總代表團的成員還包括：榮譽會長

林銘森，常務會董劉宇新，會董梁婉
儀、霍啟山、楊燕芝、李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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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客屬總會日
前在會所舉辦「與成功者對話」講座暨本
年度第二期獎學金頒獎禮。總會主席梁亮
勝，副主席吳惠權、張慶華、蕭七妹、鄧
婉玲等首長，各屬會首長、會員家長及獲
得獎學金的學生近300人出席。

105位學生獲頒獎學金

為弘揚客家互助精神及培育未來社會棟
樑，客屬總會今年再推獎學金計劃，反應
踴躍。第二期獎學金計劃共有105位大、
中、小學的客屬全日制學生獲獎，38位小
學生各獲港幣1,000元；27位中學生每人獲
港幣2,000元；40位大學生每人獲港幣3,000
元。
張慶華致辭時表示，客家人重視教育，

客屬總會在主席梁亮勝領導下於去年設基
金會，推出「獎學金」計劃，為有經濟需
要的客屬子弟提供適切援助，希望受助子
弟積極學習，深受會員家長及學生歡迎。
隨後，總會首長分別為獲獎學生頒發證書
和獎金。
全國政協委員、福新國際集團董事長、

總會副主席吳惠權，現代管理（飲食）專
業協會會長、稻香集團主席鍾偉平擔任主
講嘉賓，與學生家長交流成功經驗。總會
冀藉此勉勵學生奮發向上。

吳惠權分享打工仔買間廠

吳惠權分享個人經歷指，自己1979年從
河源龍川鄉下來到香港新蒲崗，當時身無
分文，從一個洗衣工人做起，每個月拿到
不足800元的人工，其中500元寄回鄉下給

父母，100元供弟弟讀書，剩下的50元用
作生活費，其餘的存銀行。憑 「不要給
人看死，為父母爭光」的決心和鬥志，不
怕吃虧，工餘常常自願當同事的跑腿，幾
年下來，夥計變兄弟、姐妹，獲得大家的
信任，在機會到來時，與70多位夥計「夾
錢」買下工廠，開始了自己的事業。他勉
勵學生要做有志氣、有鬥志、有決心，自
力更生，自食其力的年輕人。

鍾偉平賣點心日做18句鐘

鍾偉平13歲來港，從賣點心做起，早上
4、5點起床做點心，一直忙到晚上11、12
點收工，「做飲食呢行無休息，一年365
日可能一日假期都無。」他說現今很多年
輕人怕辛苦，有壓力。但人遇到挑戰，是

上天給予的機會，要感恩，人要多磨練，
好事就是這樣磨出來的。

梁亮勝分享「教女心得」

梁亮勝則分享「教女心得」。他說，記
得女兒小時侯，就算自己工作多忙，都會
給女兒留一個課餘作業：要求女兒通過查
找資料，找出一個中文字、一個詞或一句
詩的意思，再用自己的語言表達出來，以
此培養女兒對中國文化歷史的興趣；女兒
長大後外出念書，通電話時他亦要求女兒
講客家話，每年都要回鄉下梅州一次，回
去看看老人、親戚，維繫女兒與家鄉的感
情。梁亮勝鼓勵學生，積極面對困難，彌
補不足地方，確定清晰目標，勇敢邁向成
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熙）仁愛堂
一年一度大型電視籌款晚會「康宏金融
集團呈獻：善心滿載仁愛堂」將於今晚
（19日）舉行。該堂日前假日航酒店舉
行記者招待會，公布節目詳情，主席陳
鄭玉而，副主席鄧錦雄、羅台秦、連卓
鋒，總理梅會雅、楊素梅、陳耀東等出
席活動，呼籲大家一起支持盛事，慷慨
解囊。

陳鄭玉而多謝康宏金融贊助

記者會上，仁愛堂董事局成員與大會
司儀陳百祥進行簡單而隆重的亮燈儀
式，將「善心」投入亮燈槽，啟動仁愛
精神，傳承關愛善心。陳鄭玉而表示，
「仁愛堂一直以來服務社會都不遺餘
力，全力關顧老、中、青、幼的需要。
每年舉辦各類的籌款活動，籌集善款幫
助社會有需要的人。」
她續說，晚會很榮幸得到康宏金融集

團冠名贊助，亦多謝活動主任委員、副
主任委員及仁愛堂董事局每一位成員出
錢出力，積極參與晚會各個環節，將以
愛為本的仁愛精神，透過晚會宣揚出
去。
董事局成員與陳百祥揭曉捐款熱線

為：1833283，呼籲市民踴躍捐款。透
過電話熱線捐款逾800元的善長，可獲
贈由陳鄭玉而捐出的電熱毯一張。
晚會表演嘉賓包括黎瑞恩、吳雨

霏、薛凱琪、許廷鏗、鄭欣宜等，以
歌聲妙韻及舞蹈為仁愛堂籌款。樂壇
校長譚詠麟擔任壓軸表演嘉賓，沈震
軒將聯同總理楊素梅千金鄭詩詠合
唱，多位國際級表演嘉賓支持籌款活
動，在國際大賽屢獲殊榮的新晉青年
鋼琴家王思韻表演鋼琴獨奏；「慈善
藝術家」徐美琪更與世界冠軍級舞者
演出精彩舞蹈。晚會今晚8時半於翡翠
台及高清翡翠台直播。

成功企業家與客屬學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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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林少蓉 廈門報道）倍受
關注的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計劃傳來新消息——在日
前中馬經濟合作高峰論壇上，中國國家開發銀行、馬
來西亞新陽光集團、廈門大學簽訂了中國國家開發銀
行全面支持廈門大學馬來西亞校區建設協議。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出席簽字儀式。

建設中國東盟海洋學院

廈門大學校長朱崇實透露，此次中馬還宣布，中國
將依托廈大馬來西亞分校，建設中國東盟海洋學院。
另據馬來西亞首相對華特使黃家定透露，閩籍企業家

郭鶴年已答應捐贈1億馬幣（約合人民幣2億元），用作
承建廈大大馬校區的圖書館大樓，也就是校區主樓。
廈大是中國首個獲准在海外設立分校的大學，其馬

來西亞分校位於吉隆坡，佔地900畝，總建築面積30萬
平方米，總耗資約合人民幣12.6億元。

預計2015年秋季招生500人

目前，廈大馬來西亞分校建設正處於申辦各種手續
之中，爭取今年底或明年初開工。馬來西亞分校預計
2015年秋季招生，首批招生500人，開設工程、醫學、
經管、信息科技、中文等五個學院，到2020年，學生
規模將達5000人。
從校方公佈的馬來西亞分校效果圖上看，分校的整

體佈局與廈大本部很相似，沿襲了「一主（樓）四從
（樓）」的陳嘉庚建築風格。廈大本部有名的芙蓉湖也
將被「複製」到分校，並且名稱不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柯景風 澳門報道）

第十八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
17日假澳門威尼斯人酒店會展中心舉行開幕
典禮。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出席了開幕典
禮，並在開幕前巡視展館，澳門經濟財政司
司長譚伯源在開幕典禮上致辭。

崔世安出席譚伯源致辭

譚伯源在致辭中指出，展覽會是澳門特區
政府重點支持和培育的大型展會，自首屆舉
辦以來，展覽會的的規模不斷擴大，國際化
程度亦不斷提高，已經逐步發展成為本區域
較有影響力和知名度的展會，在促進區域和
國際經貿交流及合作中發揮了積極的平台作
用。
譚伯源表示，澳門正在致力建設世界旅遊

休閒中心，打造區域商貿服務平台，努力為
內地加強對外經貿合作、「引進來」、「走
出去」發揮平台作用，特別是為加強與葡語
國家商貿合作提供協助和服務。
本屆展覽會以「促進合作，共創商機」為

主題，設置專題展覽區，展示參展地區行業
發展的潛力，並邀請國際政經界的權威人士
以及商界領袖擔任高層論壇、會議和講座的
主講嘉賓，分析全球政經發展趨勢，探討合
作商機。展覽會還將繼續通過商業配對、酒
會對接等形式，促進交流與合作。

廈大大馬建校
郭鶴年捐1億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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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釗率團 朱小丹料境外採購商保持穩定

中總參加廣交會開幕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子京）中華

總商會會長楊釗日

前率領該會代表團

出席「第一一四屆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

易會」開幕式，並

與廣東省省長朱小

丹、商務部副部長

高燕、廣東省副省

長招玉芳、廣州市

市長陳建華等領導

會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熙）早前
汕頭地區遭遇百年一遇大水災，災
情牽動 香港各界的心。香港汕頭
商會一行6人在會長吳漢增率領
下，昨日往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遞交
16.57萬善款。吳漢增說，希望通過
中聯辦，短時間內把善款轉交災
區，表達該會對受災人民的慰問。

吳仰偉感謝商會成員

吳漢增向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部長
吳仰偉遞交善款時表示，汕頭地區
遭受百年一遇大水災襲擊，災情嚴
重，牽動 該會同仁的心，希望透
過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將善款轉交

受災群眾，以表關愛之情，並祝願
災區人民盡快重建家園，恢復生
產。
吳仰偉感謝汕頭商會對家鄉災民

的關心支持，並說這體現了愛國愛
鄉情懷，值得敬佩。他讚揚該會自
改革開放以來對家鄉經濟建設、社
會發展作出的貢獻，希望該會繼續
秉承創會宗旨，凝聚家鄉鄉賢，為
香港及家鄉作出更大貢獻。
中聯辦港島工作部處長陳旭斌等

陪同吳仰偉接受捐款。出席者還包
括該會榮譽會長劉宗明，副會長林
鎮洪、陳燦標、林雪英，常董王柏
材等。

■客屬總會舉辦「與成功者對話」講座暨本年度第二期獎學金頒獎禮。

■善心滿載仁愛堂籌款晚會今晚舉行，圖為該會董事局成員及表演嘉賓在記者會上祝酒。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汕頭商會向汕頭水災災區捐贈16.57萬港元，吳仰偉代表接受。 陳熙 攝

■崔世安於展覽會開幕前巡視展館。

■中總代表團團長楊釗（左四）等於廣交會開幕招待會上與廣東省省長朱小丹（左五）、廣州市市長陳建華（右四）合照。

■商務部副部長高燕（右四）稱讚中總早前舉辦的「CEPA十年 粵港共贏」論壇

非常成功。

汕頭商會捐款家鄉賑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