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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總領事高球賽揭幕
洪小勇莊學山梁海明林宣亮揮桿主禮
■賓主主持乳健同行2013起步禮。

■中總領事工商盃高球賽，主禮嘉賓與多國駐港領事及外國商會負責人合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中華總商會日前於愉景灣高爾夫球會舉行「2013領事工商盃高爾
夫球賽暨交流晚宴」
。外交部駐港署理特派員洪小勇，中總副會長莊學山、常董梁海明及會董林
宣亮一同主持開球禮，揮桿為中總2013年度領事高球賽揭開序幕。多國駐港領事館及外國商會
負責人應邀參與。

莊學山率會董會員參賽
是次球賽，主客雙方參賽者混合組成10隊比賽。多國
駐港總領事、領事及商務參贊、商會代表參賽，包括美
國、奧地利、文萊、比利時、英國、哈薩克斯坦、韓
國、馬來西亞、荷蘭、新加坡、越南等。中總方面，則

由莊學山率領會董及會員參賽。當日風和日麗、秋高氣
爽、氣氛友好，賓主切磋球技，增進友誼。

賓主聯誼切磋球技
比賽分設個人盃、領事盃和商會盃，個人盃競爭激
烈，最後由香港比利時盧森堡商會主席Jean-Paul

Cuvelier險勝對手奪得冠軍；亞軍則由新加坡商會Wade
Tang奪得，韓國商會副會長Eun Kyun Sun獲季軍。領
事盃由文萊領事館的Zailani Malik奪標，新加坡商會的
Gene Lee則奪得商會盃冠軍及最遠距離獎，中總成員何
世華獲得最近旗桿獎。

頒獎禮梁海明致辭
賽後各參加者共進晚餐，彼此在輕鬆的氣氛中增進友
誼，加強溝通交流。是次球賽召集人梁海明在頒獎禮上
致辭時感謝各領事館和商會的支持及參與，亦希望日後
繼續透過不同類型活動，發揮中總的橋樑角色，推動國
際社會與內地和香港的溝通聯繫。

青議理事會就職 曾鈺成何靖見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熙）青年議會
第二屆理事會就職典禮暨第三屆「創業
型人」創業大賽頒獎禮昨日於理大蔣震
劇院舉行，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中聯辦
九龍工作部部長何靖，教育局副局長楊
潤雄等主禮，與該會名譽會長何志佳、
楊志達等共同見證新屆理事會就職，馬
鴻銘任會長，陳婉珊任主席。

馬鴻銘致辭說：「青年議會自2010年
成立以來，舉辦多項活動，包括青年創
業大賽、青年暑期實習等，獲社會各界
認同。其中『創業型人』大賽愈來愈受
關注，成功鼓勵不少青年踏出創業第一
■青年議會第二屆理事會就職禮暨第三屆創業大賽頒獎禮舉行，圖為主禮嘉賓與獲獎隊伍、該會理事會成員合影。
黃偉邦 攝
步。新一屆理事會將繼續秉承議會宗旨
和目標，提供升學、實習資訊平台，推 年政策向政府建言獻策，他讚揚該會對 萬港元的創業資金，以及赴台灣進行創 形象，後者開發了名為「DooD!」的軟
動就業創業，凝聚青年服務社群。」
青年工作的貢獻，為社會散發正能量， 業交流。青年議會更安排專業團隊跟進 件，以社交轉介的形式，運用QR code
曾鈺成讚揚青年議會在鼓勵及支持年 祝願該會會務發揚光大。
得獎計劃進度，全方位協助青年人創業 技術作媒介，為零售商開拓和管理新客
輕人就業及創業作出重要貢獻，在成立
追夢。
戶。
陳婉珊：
「創業型人」
參加者增
近4年間，已成就多個有意義的活動項
本屆青年創業大賽設有「最佳創業計
得獎者陳景道分享心得時表示，青年
目，在支持香港青年事務上擔當重要角
陳婉珊致謝辭指，已連續3年辦「創業 劃大獎」和「優秀計劃大獎」
。獲得「最 議會顧問團隊的指導，為他們提供實際
色。
型人」青年創業大賽，不單參加者人數 佳創業計劃大獎」的隊伍分別為「哈哈 營商經驗及商業技巧，同時幫助他們擴
何靖表示，該會在原有青年創意大賽 每年遞增，計劃書的質素也逐年提升。 笑創作有限公司(Smile Maker Ltd)」
，以 闊視野及人際網絡，而15萬元的創業資
基礎上，將於明年舉行年宵大作戰創業 為鼓勵更多青年人創業，奪得「最佳創 及「Innohat Limited」
，前者憑創意與技 助也令他們可將意念實踐，令更多人接
比賽，進一步推廣青年創意議題，就青 業計劃大獎」的優勝隊伍，均可得到15 巧，以壁畫藝術為客戶設計或重新包裝 觸到他們的產品。

苗圃湘西助學長征起步

浸大與寧波大學日前在2013甬港經濟合作論壇甬港教育合作研討
會上簽署了學術交流協議書。浸大副校長黃偉國、協理副校長湯濤
一行9人曾到寧波大學參訪。寧波大學1986年由世界船王包玉剛率
先捐資創立，鄧小平題寫校名。
白林淼 攝

兩岸三地青商番禺聚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熙）香
港太平山青年商會日前接待了台
灣新竹國際青年商會訪問團一
行，並一同起程到廣州，拜訪廣
州市番禺區青年企業家協會。兩
岸三地青年歡聚一堂，就有關商
貿議題展開交流，場面十分熱
鬧。
該會會長張天智在接待台灣新
竹國際青年商會訪問團一行時表
示，歡迎遠道而來的台灣朋友，
希望雙方透過進一步交流，為兩
地青年搭建良好的溝通渠道，促
進雙方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廣州市番禺區青年企業家協會

會長彭木胜表示，感謝太平山青
年商會在促進三地青年交流等方
面作了大量工作和對慈善事業的
貢獻，希望雙方善用三地各自不
同的優勢，促進共同發展和進
步。
該會國際事務副會長高松傑亦
說，港區青年會繼續為推動三地
青年交流往來與合作發展作出不
懈努力。台灣新竹國際青年商會
訪問團成員還包括，會長鄭建
華、前總會會長宋樹人、前會長
董彥佑等共15人；該會出席代表
尚有前會長陳熹、王浩然、李珮
瑜等共22人。

梁唐青儀林貝聿嘉等主禮

起步儀式由乳癌基金會名譽贊
助人特首夫人梁唐青儀，婦協創
會主席林貝聿嘉，公益金入會、
預算及分配委員會主席楊傳亮，
乳癌基金會主席霍何綺華、創會
人張淑儀、大使廖碧兒及新城台
全新節目《Sorry,I Love You》主
持胡美儀主禮，齊齊身體力行共
襄善舉。乳癌基金會的乳癌康復
者組成的合唱團「音韻樂心靈」
（Melody in Mind）獻唱歌曲《千
個太陽》
，向乳癌患者送上祝福和
鼓勵。
梁唐青儀在起步禮上表示，自
從擔任乳癌基金會名譽贊助人
後，見證了基金會在保障婦女免
受乳癌威脅方面所做的種種有意
義工作，呼籲參加者與身邊的親
友分享乳健訊息。
霍何綺華致辭時指出，研究顯
示，香港40歲以上女性疏於定期
檢查乳房，她提醒婦女及早發現是治療乳癌的
關鍵。廖碧兒亦向現場過千名觀眾分享乳健心
得。她指乳癌有年輕化的跡象，應該多加傳播
有關訊息，提高防癌意識。

觀塘工商聯考察金門

馬鴻銘任會長 主席陳婉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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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
「乳健同行2013」步行籌款昨早假
山頂道花園舉行，今年參加人數
打破歷屆紀錄，近2,000名參加者
身穿粉紅服飾，身體力行宣揚關
注乳癌訊息，場面熱鬧。活動由
香港乳癌基金會主辦，今年已是
第九年，希望透過活動喚起大眾
關注，籌款支持乳癌基金會推廣
乳健教育、患者支援、乳癌研究
及倡議工作，減低乳癌威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
逾210位「中銀香港苗圃助學
長征2013湘西行」的參加者
昨早齊集香港公園奧林匹克
廣場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起
步禮。中銀香港副總裁楊志
威及苗圃行動董事局主席何
毅良出席主禮。是次步行籌
款活動參加者，創歷屆「助
學長征」參加人數新紀錄。
起步禮後，他們隨即踏上前
往湖南省助學獻愛心的征
■中銀香港捐贈港幣85萬元，支持苗圃助學工作。
途。

楊志威何毅良主禮
「中銀香港苗圃助學長征
2013湘西行」於10月20至27日
舉行。參加者年齡由最年輕
的21歲至最年長的77歲。是
次步行籌款活動全程約80公
里，湖南省境內起點為吉首
巿。途中，參加者將探訪兩
所苗圃行動於上世紀90年代
捐建的小學，並與學生展開
■200多位參加者在香港公園奧林匹克廣場進行起步禮。
交流互動。此外，步行隊伍
將經過世界知名的矮寨大
何毅良對「中銀香港慈善 內 地 山 區 教 育 事 業 貢 獻 綿
橋、湘西苗寨大瀑布、鳳凰 基金」給予的鼎力支持表示 力。今年，『中銀香港慈善
古城和德夯風景區等地，最 衷心感謝。
基金』更冠名贊助『苗圃助
後以張家界武陵源為終點。
楊 志 威 於 致 辭 時 表 示 ： 學長征湘西行』，並將活動規
是次活動籌款目標為港幣250 「中銀香港秉承『關愛社會』 模擴大一倍，今次參加人數
萬元，所得善款將用於資助 的宗旨，大力支持社會公益 高達210人，創歷年新高。中
湖南省湘西州保靖縣的貧困 活 動 ， 並 將 愛 心 延 伸 至 內 銀香港則有50多位現職及退
高中生及內地西部貧困地區 地。我們的員工已連續6年積 休員工和親友參與，迄今籌
的助學工作。
極參與『苗圃助學長征』，為 得善款逾85萬港元。」

■考察團團長王振雄(右五)、副團長施忠民(左
五)、秘書長何綺蓮(右四)等考察金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子京) 由觀塘工商聯副
會長王振雄任團長、副會長施忠民任副團長、
金紫荊女企業家協會創會主席何綺蓮擔任秘書
長的一行12人訪問團，早前經福建省廈門市赴
金門考察。考察團獲金門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
會的高規格接待。考察團成員與縣代表討論熱
烈交流，王振雄、施忠民、何綺蓮及團員吳承
海、李奕彬等提問，關注金門的政策、建設、
規劃和配套，包括對外開放政策、簽證制度、
對外商企業的支援和人力資源供應等。

王振雄率團 蕭永平等接待
策進會總幹事蕭永平及金門縣建設處工商科
科長呂基鴻向考察團詳細介紹當地概況、自貿
區政策及未來規劃。蕭永平表示，金門具備卓
越投資優勢，包括地理位置優越，位居兩岸交
流重要樞紐，擔任兩岸先行試點；依託台灣經
濟優勢包括高度經濟自由、低稅賦的投資環
境、健全的經濟體制和產業結構及優質創新的
服務業；擁有豐富的戰地遺跡、僑鄉文化、閩
南建築及原生態等特色資源。金門積極計劃及
建設的核心產業包括觀光、醫療、文創、教育
和金門高粱酒，投資優惠項目包括免土地租金
(五免五減)和減免地價稅、房屋稅及契稅(五免
五減半)等，吸引外商投資。目前辦理的計劃
包括「中山林段產業專用區BOT案」和「護
理之家與健康養生村籌建計劃」
。
考察團團員對投資金門感興趣，考察活動搭
建了兩地溝通橋樑，增加團友對金門的認識和
了解，並給予雙方許多啟發：過去金門一直是
擔任兩岸先行先試的角色，未來在兩岸各方交
流仍扮演重要樞紐，成為兩岸經濟、文化合作
平台並打造海峽信賴服務中心。考察團期待再
次拜訪金門細談投資機遇。
考察團成員還包括：觀塘工商聯會董周覺
華、會員李奕彬、吳承海和胡潤泰，嘉賓黃騫
緯、唐慶溢、王翠珊，隨團秘書容婉珍、潘智
琳等。考察團同日參觀了金門戰地遺跡及名勝
包括水頭聚落(得月樓)、翟山坑道、金合利鋼
刀和金門酒廠等。團員全程興奮雀躍，滿載而
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