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聞香港新聞

潮州商會賀鄉彥授勳

公
益
金
探
訪
會
員
機
構

顏汶羽增議辦冀建官民橋樑

國際專管學會頒卓越管理獎

包括浸大校長陳新滋、嶺大校長鄭國漢、北師大－
浸大聯合國際學院校長吳清輝等在內的多位該會新一
屆高層參贊局成員，新加坡及日本駐港總領事，多位
立法會議員出席。

藍鴻震在致辭中表示 全球經濟仍面對多項挑戰和
困難 儘管內地經濟在第三季持續健康發展 港經濟
增長卻仍然緩慢 當中一部分還有賴內地個人遊為本
港零售 旅遊業帶來收益 同時 更為進取且強勢的
鄰居如韓國 新加坡及上海 均已在不同範疇超越香
港 他強調 香港需要穩定和諧的營商環境 香港
社會似乎花費太多時間在內耗之上 這樣下去 只會

進一步降低經濟發展的效率 也非香港所能承受
藍鴻震續說 國際專業管理學會自1995年成立以

來 一直致力提倡建構及維持和諧營商環境 與各大
學 商界 專業人士及管理人員緊密合作 提升香

港 亞洲以致全球的整體效率及生產力 他向大家介
紹了該會即將推出的 卓越管理獎 和 企業夥伴
兩項新計劃 他並期待與8位身兼香港8所大學校長的
新任參贊局成員合作

公益金每年舉
辦多元化籌款活動 為156間受資助會員機構
籌款 全力支持本港社福服務 為加深各委員
及捐款機構對社福服務的了解 公益金每年皆
舉辦多次會員機構探訪活動 進一步拉近施與
受之間的距離 鞏固彼此的溝通和聯繫 確保
善款用得其所 惠澤全港200萬名有需要人
士 上月 公益金聯同各委員會成員及捐款機
構代表分別探訪了復康會 家庭福利會 路向

四肢傷殘人士協會 啟勵扶青會 聖雅各福群會 啟迪
會 撒瑪利亞會 心光盲人院暨學校 循道衛理聯合教
會鴨脷洲中心 香港仔坊會服務中心 善牧會及乘風
航 並將2013/2014年度撥款轉交予各機構

潮州商會日前假潮州會館舉行慶賀
大會及晚宴 祝賀2013年度榮獲特
區政府授勳的20位潮籍鄉彥 潮屬
社團總會創會主席陳偉南主禮 當
晚有13位授勳鄉彥及商會首長 會
董近百人出席同慶 潮商會會長周
振基指出 香港回歸以來 商會首
長 會董及會員屢獲特區政府授
勳 凸顯商會服務社會及積極參與
特區事務的努力獲得廣泛認同
受賀授勳鄉彥包括銀紫荊星章黃

松泉 銅紫荊星章吳宏斌 黃金
池 葉振南 劉文文 蕭楚基 劉
鳴煒 周潔冰 馬慶豐 莊成鑫
榮譽勳章陳偉明 鄭承隆 林雪

英 林資健 陳幼南 黃光苗 潘
德明 鄭木林 行政長官社區服務
獎狀周松東 太平紳士黃順源
周振基致辭說 潮籍人士努力拚

搏 勇於承擔 樂善好施 在不同
行業發光發熱 屢獲特區政府褒
獎 今年各位鄉彥獲殊榮乃實至名
歸 將激勵更多鄉親為社會無私奉
獻 續為商會會務發展 為香港繁
榮穩定 為祖國富強昌盛努力奮
鬥
與會受賀鄉彥紛發表感言 分享
自己服務社會經歷和感受 指授勳
對自己是鞭策和鼓勵 會繼續積極
參與社會服務 為社會和諧穩定獻
力

觀塘工商聯會長陳延邦
日前率領代表團赴澳門出席 第十屆世界華商高峰
會 高峰會由世界華商組織聯盟主辦 澳門貿促局和
經濟局合辦 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主禮
陳延邦表示 當前中國經濟同世界經濟的聯繫日趨緊
密 對外經濟技術合作的廣度和深度快速拓展 為海內
外華商聯手開拓國際市場 擴大國際經濟交流與合作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開放平台和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 他
深盼海內外華商攜手合作 運用雄厚資金 先進技術及
世界華商網絡 把握機遇 迎接挑戰
在澳門期間 團友還參觀第十八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
展覽會 遊覽名勝 品嚐美食
代表團成員還有副會長鄭志良 會董謝鵬元 卓蔚

南 黎健漢 蔡來順 黃達強 林靄嫻以及九龍東區各
界聯會副會長馬志強及常董范榮富等

觀塘工商聯赴澳門華商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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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企良心消費月 盼吸1成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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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賢智
庫學苑國情研習班一行20名學員 昨日出
發到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參加國情研習班
是次研習班由匯賢智庫學苑課程總監李宗
鴻任團長 隨團成員包括田心區議員潘國
山 顯嘉區議員林松茵 多名專業人士
匯賢智庫學苑講師及新民黨職員
研習班將由復旦大學 上海師範大學及
中國浦東幹部學院教授授課 內容包括分
析中國經濟發展模式 了解中國旅遊地理
和文化產業及研究中國古代及近代歷史變
革 學院並將安排學員參觀豫園

匯賢智庫主席葉劉淑儀勉勵學員 學苑
是次把握機會 再度安排學員參加國情研
習班 透過一連串課程 認識國家古今歷
史變革 希望學員了解內地文化產業 以
及國家經濟發展模式 幫助有志到內地發
展的年輕人掌握國情 擴闊視野 增廣見
聞

豐盛社企學會主辦的 十一良心消費月 將由即日起至12
月31日舉行 今年以 人人愛買 為主題 希望鼓勵香港

人人參與 以平日消費的10%轉投社企和公平貿易商戶 給予他
們正面及實質支持 讓愛融入日常消費之中 以消費改變世界
去年 十一良心消費月 帶動了134萬元額外良心消費於各參加
運動的社企 活動今年踏入第二屆 籌委會更將目標推至200萬
元 希望令更多人受惠

十一良心消費月 召集人紀治興表示 活動不是鼓勵市民進
行額外消費 反而是透過 取代 以同等價錢購買同等質素產
品或服務 如送禮可購買由智障人士生產的曲奇 責任消費除
滿足個人需要外 也可實踐社會責任 透過選擇社企餐廳及產
品 可讓弱勢社群有工作謀生機會 讓他們可獲得尊嚴及成長機
會

為鼓勵大眾實踐良心消費 本年度參與計劃的社企亦增至76
間 提供逾100款社企及公平貿易產品 包括食材 糧油 零
食 個人護理用品及服務 飲料 雜貨 精選聖誕禮品 以及供
公司採購的良心產品 紀治興表示 市民想支持社企 最簡單的
途徑是購買社企的產品或服務 不是人人都想做社會企業家

但人人都可以成為良心消費者 以消費改變社會 他又指 整
個良心消費運動藉扶助弱小孕育社會的人情味 建立互助文化
有份參與活動的 有情有意 餐廳80%員工為失聰或弱聽人

士 其負責人指 殘障人士比大眾想像中更能幹 可勝任不同的
工作 在餐廳聘用殘障人士的同時 希望藉此令更多商業企業亦
能聘用殘障人士 幫助他們自力更生

民建聯觀塘區議
員顏汶羽設於九龍牛頭角彩福邨彩歡樓地下1號的
第二所議員辦事處昨日正式開幕啟用 顏汶羽在開
幕禮中坦言 身為議員 有責任向市民解釋政府政
策的立場和理據 令政府的施政能夠更貼近民意
近 2年的議會 令他感受到 反對容易 建設
難 自己會一如以往繼續為改善佐敦谷區而努
力

顏汶羽第二所議員辦事處昨日正式開幕 主禮嘉
賓包括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中聯辦九龍工作
部高級顧問余汝文 立法會議員陳鑑林 李慧琼
觀塘區議會主席陳振彬 觀塘民政事務專員羅莘
桉 民建聯觀塘支部主席陳國華 及九龍社團聯會
觀塘地區委員會黃春平 出席的嘉賓超過300人
張建宗在致辭時大讚 顏汶羽除了是勤力的區議

員外 也是民建聯後起的新秀 顏汶羽作為民建

聯人力事務副發言人 我細心閱讀他每一篇關於人
力事務在報章撰文的政策分析
顏汶羽的 師父 陳鑑林在致辭時表示 顏汶

羽大學畢業後一直在我議員辦事處以半義工的形式
工作 心繫基層 將基層市民的聲音帶給政府
李慧琼也說 顏汶羽於去年與我一起參選超級區
議會的立法會選舉 是我的好拍檔 除了提出很多
很好的策略建議外 更到不同的地區執行落實

顏汶羽感謝民建聯對他的支持 為其工作奠下堅
實的基礎 今天我的成果 是民建聯多年來的付
出 並感謝其恩師陳鑑林 由2007年暑假實
習計劃開始 陳議員以身作則 潛移默化教導
我 無條件地支持我的工作 令我成長 陳議員
一直教導我 只要是正確的事 我們都應堅持到
底 只要是對居民有益的事 我們會努力做好
支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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