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13日在公署
分別與密克羅尼西亞聯邦總統莫里
一行 以及歐盟對外行動署亞太事
務總司長伊斯蒂喬亞會面

當日 宋哲在外交部特派員公署
會見並宴請過境香港的密克羅尼西
亞聯邦總統莫里一行 宋哲表示
中方高度重視發展中密友好合作關
係 希望不斷加深政治互信與合
作 推動兩國關係邁上新台階 莫
里高度評價在廣州舉行的第二屆
中國—太平洋島國經濟合作發展

論壇 表示願意進一步加強與中

方在各領域的務實合作 致力密中
友好關係不斷發展

同日 宋哲會見來港出席第七屆
歐盟—香港年度系統對話會議的歐
盟對外行動署亞太事務總司長伊斯
蒂喬亞 宋哲表示 中方高度重視
中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願意進一
步擴大和深化中歐務實合作 不斷
提高中歐關係戰略內涵 他希望即
將舉行的第十六次中歐領導人會晤
取得圓滿成功 在未來10年打造中
歐合作 升級版 伊斯蒂喬亞表
示 歐方期待與中國新一屆領導人
進行首次會晤 相信將為新時期歐
中關係長遠發展作出規劃 指明方
向
宋哲又介紹了 一國兩制 在香
港的成功實踐 港歐合作等情況

新 聞香港新聞

2013施政十件大事評選啟動
1.一等獎(2名)：各得大電視一部
2.二等獎(10名)：各得平板電腦一部
3.三等獎(20名)：各得手提電話一部
4.紀念獎(100名)：各得超市現金券或書券200元

投票網站：http://top10.wenweipo.com
傳真：3119 1450 / 2246 7897
郵寄：香港灣仔告士打道178號華懋世紀廣場2002室

(信封請註明 2013施政十大評選 )
截止日期：2013年12月18日(星期三)

1.各主辦及協辦機構辦事處
2.康文署屬下圖書館、博物館、體育館
3.港九新房屋署屬下公共屋邨辦事處
4.工聯會各屬會和福利服務機構
5.民建聯18區支部及各議員辦事處
6.青協屬下青年空間及小童群益會活動中心
7.循道衛理總部，莊士敦道、駱克道長者服務中心
8.聖雅各福群會、浣紗長者中心

2014年1月3日（星期五）

2014年1月23日（星期四）

辦機構昨日假銅鑼灣時代廣場舉行
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 活動

啟動儀式 特區政府新聞處處長黃偉綸 獨
家贊助機構代表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企業傳
訊部總經理顏雪芳 全國人大代表蔡毅 全
國政協委員王國強 香港婦協主席林貝聿
嘉 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主席朱蓮芬 青年
議會會長馬鴻銘 香港文匯報董事總經理歐
陽曉晴等共同主禮

黃偉綸致辭時表示 香港過去一年經歷不
少困難和挑戰 例如樓價上升 嬰兒奶粉短
缺等 部分問題尚未克服 十件大事評
選 活動可幫助政府反思和改進施政狀況
未來做得更好

主辦機構代表 有線新聞台節目科主管蘇
啟智致辭時說 目前香港社會面對很多迫切
問題須解決 傳媒機構肩負重要的社會責
任 引領政府和大眾思考解決方法 繼保存
香港核心價值

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 活動
1998年由香港文匯報與九龍總商會聯合發
起舉辦 今年是第十六屆

啟動儀式後 評選接受公眾投票 截止
日期為2013年12月18日 星期三 抽
獎儀式暨結果公布日期為2014年1月3日
星期五 頒獎典禮定於2014年1月23

日 星期四 假灣仔會展中心N101室舉
行
本港各界名人 新聞界高層 主協辦機構

代表逾百人出席啟動禮 呼籲市民踴躍投

票 出席者包括薛建華 徐世和 楊靄儀
張力平 葉松秀 伍曼儀 王多多 黃文
傑 陳衛 林衛平 王安琪 關淑玲 姚中

立 顏吳餘英 陳金烈 王傲山 貝鈞奇
王曉煒 胡軍 陳財喜 溫忠平 李廣林
鮑志良 朱一琳等

時代廣場大型電子屏幕同步直播儀式盛
況 吸引眾多市民及遊客駐足觀看 共同見
證這一年一度的盛事啟動禮

宋哲晤密克羅尼西亞總統

由
裕華國貨 貴州海外聯誼會 貴州
省歸國華僑聯合會聯合舉辦的 多
彩貴州特色商品展銷月 昨日
14日 假裕華國貨佐敦總店5樓
展覽廳盛大開幕 堪比和田玉的
貴翠 晴隆玉 貴氣自來的 紫
袍玉帶石 及 貴州三寶 天麻
杜仲 靈芝 悉數來港展銷 令人
大開眼界 讚不絕口

昨日開幕禮上 中聯辦協調部副
部長郭亨斌 中聯辦台灣事務部副
部長何建華 貴州省委統戰部副部
長王茂愛 第十屆 十一屆全國政
協常委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永遠
名譽會長楊孫西 香港貴州聯誼會
會長鄧小宙 貴州省民委副主任吳
建民 貴州省檢驗檢疫局法制與綜
合業務處處長孫永泉 裕華國產百
貨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余國春等
共同主禮剪綵 開幕禮又吸引了包
括香港貴州聯誼會常務副會長程
燕 貴州籍著名藝人鄧梓峰等各界
友好及企業代表逾200人出席 現
場邀得貴州省民族歌舞團即場表
演 並有苗族銀匠師傅示範手工製
作銀飾絕活 來賓紛紛駐足觀賞

王茂愛致辭時 以 真山 真
水 真情 真人 真美食 真良
藥 概括貴州 聲情並茂地介紹當
地特色 希望透過活動改變大家以
往認為貴州是貧困省份的印象 亦
希望不斷加強黔港合作 透過香港
市場化運作 令貴州產品及企業走
向世界

余國春又指 中西部後發地區商
機無限 希望黔港在推動西江流域
經濟圈發展中攜手共進 當地業界
希望把地方產品與外界對接 故須
了解市場需求 裕華國貨對此非常
願意幫忙 活動合作模式一如既
往 由裕華國貨到當地採購 買斷
看中的企業產品 令對方企業充滿
信心 亦節省了企業開拓海外市場
成本
他強調 資源豐富 自然生態
好是貴州優勢 西江作為珠江主
要源頭 貫穿包括貴州 廣東在
內西南多省 於港澳地區入海
在攜手打造西江流域跨省經濟帶
的同時 貴州應注重環保與經濟
的平衡發展

裕華國貨董事副總經理李潤基在
開幕禮上介紹 裕華團隊經歷數月
跨山越水 在貴州海外聯誼會和
70家企業支持下 精選一批具代
表性的產品 於展銷月上盡數呈
現給香港市民和消費者 他表
示 產品預展時已令來賓讚嘆連
連 驚呼 沒想到貴州有這麼多
好東西 盡顯貴州各族人民智
慧 辛勤和靈巧 亦見證了改革
開放給貴州帶來巨大的發展動力
和可喜的經濟成就
集多彩民族風情 西南要塞樞

紐 自然美景於一身的貴州省位處
中國西南部 活動精心挑選貴州苗
族銀飾 刺繡 蠟染 陶瓷 漆器
等展銷 貴州省中藥材素有 地道
藥材 美譽 為港人所熟悉的天
麻 杜仲 靈芝等均有展出 有

中國刺繡活化石 之稱的水族馬
尾繡 神奇的 貴州蠟染 於凡
塵淨處鎮守一方 貴氣自來的 紫
袍玉帶石 全國五大漆器之一的
貴州大方漆器 等 均吸引來賓
欣賞 此次 貴州特色食品 名茶
及酒 包括令人一醉方休的貴州茅
台酒 又稱 雀舌茶 的都勻毛
尖 以及各式各樣的辣椒調味品等
等 通過展示月讓顧客 零距離
感受貴州風土人情及 多彩貴州
的迷人之處

多彩貴州特色商品展銷月 由
2013年11月14日起至12月6日
於裕華國貨佐敦總店5樓展覽廳舉
行 展銷時間為上午10時至晚上
10時

文
明之巔 未來之
城—世茂—摩天城
捐資辦學暨廈門名
校 意 向 入 駐 慶
典 10日在福建
泉州石獅世茂摩天
城舉行 世茂集團
日前向石獅市政府捐贈1.6
億元 人民幣 下同
用於發展石獅教育事業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
主任 世茂集團董事局主
席許榮茂 代表集團向石
獅市長張貽山交付捐款

這是石獅建市25年來收
到的最大一筆教育捐款
泉州市副市長周真平 石

獅市委書記張永寧等出席活動 目
前 世茂集團用於公益捐款總額已
達8.8億元 據了解 世茂捐資旨在
把福建名校廈門外國語學校引入集
團於石獅投建的新項目世茂—摩天
城 廈門外國語學校於1981年成
立 是福建省一級達標中學 也是

享有20%應屆畢業生保送全國重點
外國語大學或綜合大學外語系資格
的全國16所外國語學校之一
世茂—摩天城項目是許榮茂積極

響應家鄉 質量石獅 二次創業
的發展戰略 首次返鄉投資 也是
世茂集團繼福州茶亭 閩侯 泉州
晉江以及廈門後進入福建的第五個
縣級以上城市 項目建成後 不僅
將進一步完善城市功能 提升城市
品位 改善人居環境 而且將與石
獅服裝城 國際輕紡城實現功能互
補 輻射周邊區域發展 全力打造
石獅南部財富商圈
項目佔地32萬平方米 建築面積

100萬平方米 是涵蓋居住 辦公
購物 旅遊 娛樂 休閒及高端醫
療於一體的超大型城市綜合體 項
目將打造成大泉州區域最高端 配
套最齊全的大型城市綜合體 成為
石獅市乃至整個泉州的城市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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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商品展銷月裕華開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