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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貿聯合基金籲資科聯兩岸三地
300IT精英政商界赴晚宴 主席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致辭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主席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表示，進入
21世紀以來，隨着資訊科技的迅猛發展，日益廣泛應

用於各個行業中，已成為支撐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決策。
在當前全球新經濟體系下，誰能在科技創新方面佔據優勢，
誰就能夠掌握發展的主動權，率先走向繁榮富強。

可互助互益互補
他續說，「中國面臨重大機遇和嚴峻挑戰，可持續發
展是現代化的永恆主題和新科技的革命。我們要依靠資
訊科技實現中國可持續發展，依靠科學技術形成少投
入、多產出的生產方式和少排放、多利用的消費模式，
走出一條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道路」。他
並強調，在這場新資訊科技革命中，兩岸三地的互聯作
用頗為重要，將依賴現代化進程強大需求的拉動，將源
於知識與技術體系創新的驅動，勢必成為推進互助互益
互補的有效溝通管道。

謝偉民：搭跨國跨區橋樑 增經貿合作
中聯辦教育科技部巡視員謝偉民致辭表示，世貿聯合
基金總會經過12年的發展，已經成為推動世界經貿和諧
發展，搭建了跨國家、跨地區溝通協作的橋樑，增進了全

球企商的經貿合作。其資訊科技委員會致力搭建以香港為
中心的國際資訊機構、科技服務商在技術信息化領域的高
端交流合作平台，通過中美資訊科技產業的緊密聯接，推
動香港成為國際資訊科技產業的樞紐，使兩岸三地以至國
際資訊產業的合作空間更加寬廣，在科技力量的發展方面
更加有前景。

多位重量級嘉賓 主題演講探討
此外，大會還邀請到不同領域的重量級嘉賓進行主題

演講，使在場來賓得以從多方面展開深刻的探討和認
知。中聯辦教育科技部副巡視員劉志明就《中國科技發
展成就和對外交往》展開演講，香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
就《香港立法會對資訊科技的展望》展開演講，香港貿
易發展局資訊及通訊科技服務委員會主席譚偉豪分享了
《業界對資訊科技發展的期望》。
出席活動的嘉賓尚包括：中聯辦教育科技部副部長莫

錦強、社工部副巡視員桂嵐，立法會議員謝偉俊，紫金
礦業董事長楊凱程，中國聯通(香港)營運有限公司高級副
總裁王志強；該會副主席莊榮新、鄭松巖，資訊科技委
員會主席葉毅生；北京電視台主持人李慧玲、陽蕾等近
300位來賓出席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

熙）世貿聯合基金總會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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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政協港澳界別
18提案獲優秀表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廈門報道）廈門市政協十二屆三
次會議20日開幕，據悉，2013
年廈門市政協共徵集提案 640
件，立案619件，包括廈門市政
協港澳台僑和外事委員會、特邀
二（港澳）界別1、2活動小組
《關於加強廈門市國家創新型城
市建設金融支持的對策和建議》
在內的18件提案，獲得年度優秀
提案表彰。
會上還公布，640件提案中有
關經濟建設方面的佔24.4%，城
市建設與管理方面的佔24.7%，
教科文衛體方面的佔21.2%，政
法、統戰、人士、社保等其他方
面的佔16.6%。截至2013年 10
月底，交辦的提案已經全部辦理

答覆，提案所提意見和建議得到
解決或部分解決的佔提案總數的
94.5%。從提案者反饋的意見來
看，表示滿意、基本滿意的佔
90.5%，表示理解的佔5%。

陳修茂給予高度肯定
廈門市政協主席陳修茂對一直

以來為廈門建言獻策的港澳委員
給予了高度的肯定。他說，廈門
市政協港澳委員在獻計廈門發展
的同時，也為香港澳門的繁榮穩
定做出了貢獻。新的一年，廈門
市政協將密切與港澳委員的聯
繫，深化與香港廈門聯誼總會、
澳門廈門聯誼總會聯絡情誼，促
進廈門與港澳地區的經濟文化深
度交流。

澳博新葡京除夕匯演 崔世安主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明天
是年三十，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
（澳博）延續50多年的美好傳統，
將於晚上約9時半，假新葡京酒店正
門前地舉行「澳博送蛇迎馬－金龍
醒獅匯演」，與眾同樂。
當晚並邀得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

長官崔世安出席主禮，與市民和遊

客共迎新歲。屆時金龍騰飛、醒獅
躍動，在一片喜氣洋洋的鑼鼓聲和
炮竹聲中，崔世安與澳博董事局主
席蘇樹輝、常務董事梁安琪、董事
兼營運總裁吳志誠等將與廣大市民
和遊客共迎新禧，祝願澳門金馬納
福，百業興旺，家家幸福安康，人
人如意吉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熙）「九龍樂善堂李賢義裔群社—
少數族裔支援服務中心」日前舉行揭幕典禮，民政事務局副局
長許曉暉擔任主禮嘉賓，見證中心服務正式開展。
當日在九龍樂善堂署理主席羅永順、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

曉暉、中心命名贊助人代表李聖潑等一眾常務總理及嘉賓見
證，並在醒獅隊助興下，「九龍樂善堂李賢義裔群社—少數
族裔支援服務中心」正式開幕，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各類型
服務，同建共融社會。

少數族裔會員 一年間逾300人
羅永順在揭幕典禮中指出，為支援少數族裔人士適應和融

入社區，該堂於2012年自資成立「裔群社—少數族裔支援
服務」，為區內泰國籍、巴基斯坦籍和其他少數族裔人士提
供「社區適應」、「醫療健康」、「兒童及青少年培育」等
不同類型的支援服務。由於服務需求甚高，少數族裔會員人
數在短短一年間已擴展至300多人，總辦事處會址之空間亦
不敷應用，故該堂自資租用地舖作為支援中心會址，進一步
協助少數族裔人士適應本港生活。
他又表示，感謝一眾同仁，共同努力，辦妥開幕事宜，當中
特別鳴謝該中心的贊助人李聖潑及鄧球玉。他說：「作為慈善
團體，要開辦新服務和單位，需要之資金十分龐大，幸蒙李聖
潑常務總理慷慨解囊，以令尊翁李賢義先生之名捐出80萬港
元為中心命名，以及鄧球玉女士捐出10萬港元，支持中心服
務，致令少數族裔人士得以受惠。」
典禮完結後，許曉暉在該堂署理主席及一眾常務總理帶領

下，參觀中心設施，了解中心日常運作。

義工局嘉許愛心傳城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解玲）由義務工作發展局
主辦的2013滙豐愛心傳城義工大行動，於去年底
圓滿結束，大會特別於日前舉行「發放義工正能
量」嘉許禮，並蒙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蒞臨
主禮。

張建宗主禮及頒獎
是次活動獲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冠名贊
助，華潤萬家（香港）有限公司協辦及攜手扶弱
基金資助，逾530間慈善團體及機構響應，動員近
20,000名來自社會各階層的義工參與，為35,000
位有需要人士送上關懷，將義工的正能量帶到社
區，實踐和諧共融精神。
義務工作發展局主席李澤培於嘉許禮上感謝
企業、團體、協作機構及一眾無私奉獻的義工
對大行動的支持，達致民、商、官三方夥伴合
作的理念。張建宗鼓勵市民繼續積極投身義工
行列，一同「築」福香港，攜手締造一個充滿
正能量的社會。滙豐亞太區企業可持續發展總
監唐丹妮表示：「義工們在參與『滙豐愛心傳
城義工大行動』過程中獲益良多。能與義務工
作發展局在這項目攜手合作，令我們深感自

豪。」
會上，張建宗頒發「感人義工故事獎」及「感

人一刻相片獎」的公開組、攝影義工組及網上最
受歡迎相片獎各個獎項。4位「感人義工故事
獎」得主包括：冠軍－經歷巨變，「復活」重生
的陳伯；3位亞軍－因病截肢，以自身經歷感染
他人的「生命勇士」王先生；服務老友記街坊15

載，輕度智障的「長青村天使」阿兒及「流金歲
月」，一生奉獻義務工作的燕婆婆。各得獎人更
與提名人於嘉許禮上分享義工經歷。
此外，張建宗又頒發「最積極參與企業大獎」

予滙豐義工隊，嘉許滙豐動員近900名員工及家屬
參與大行動；場內更展出「感人一刻相片獎」的
12幅得獎作品。

青動義工嘉許禮 冀奉獻精神傳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為表揚青年義工對
社會的承擔和貢獻，香港青年動力協會（青動）
日前舉辦義工嘉許禮，並頒發「個人最佳表現

獎」、「青動之星」及「最佳
活動策劃獎」等多個獎項，超
過100名青年義工出席，一同見
證優秀義工在2013年作出努力
的成果，分享義務工作的光榮
和喜悅。
今年評審委員會共收到47個

提名，從中選出15位「個人最
佳表現獎」的得獎者，再從中
選出1位勇奪「青動之星」的殊
榮，可說是去年最優秀的青年
義工，實至名歸。
教育局局長政治助理施俊

輝，油尖旺民政事務助理專員趙頌恩，義務工作
發展局副主席范佐浩，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鄧廣
成，中聯辦社工部科長陳曉林，廣州市海珠區僑

聯主席韓素馨，青動創會會長陳有海、會長楊榮
輝等主禮。

汪紅：感染更多青年履公民責任
青動主席汪紅致辭時表示，活動旨在肯定及嘉

許屬會義工在過去一年的傑出表現，藉表揚他們
助人的愛心和奉獻的精神，感染更多青年人積極
履行公民責任，踴躍參與義務工作，凝聚青年力
量，幫助社會有需要人士，共同創建一個和諧共
融、關愛互助的社會。她更寄語得獎者今後要繼
續提升自己，推動更多青年人關心社會、回饋社
會，使義工的奉獻精神得以薪火相傳。
義務工作局副主席范佐浩致辭時肯定青動對社

會的貢獻，讚揚青年義工無私奉獻的精神，期望
社會各界大力推動義務工作服務，鼓勵不同階層
共同參與，各展所長。

花旗港大銀行課程開學
知識實戰經驗並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花
旗 與 港 大 合 辦 的 Citibank
University Banking Course 已經踏
入第十年，日前更在港大舉行新
一屆開幕典禮。花旗香港及澳門
區行長盧韋柏在開學典禮上表
示，課程的教授都擁有卓越知識
和實戰經驗，讓有志投身銀行業
的學生可在這個課程中獲得更大
的啟發。
為 期 3 個 月 的 「 香 港 大 學

Citibank University Banking
Course 2013-2014」將於2014年1
月至4月期間舉行，課程包括接近
30小時的課堂、花旗銀行分行考
察、中期試及期終小組專題研究。
今年共有49位港大二年級生獲得課
程取錄，當中有10位為來自海外的
留學生，其國籍包括孟加拉、印
尼、巴基斯坦、馬來西亞、新加坡
及韓國，反映參與學生之多元學術
及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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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新界總
商會日前假九龍喜來登酒店舉行第九
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並邀請香港
大學教授兼該會西醫顧問王振宇醫生
任主講嘉賓。王振宇以《腸胃及肝臟
常見的疾病》為題，詳細講解腸胃和
肝臟疾病包括胃酸逆流、消化不良、
胃癌、大腸癌、瘜肉、脂肪肝和肝癌
的形成原因和醫治方法，並認真解答
大家的疑問，令聆聽者獲益不淺。
出席會議者包括：會長張德熙，主

席王振聲，副會長周華焯、王基源、
陳耀宗、梁鐵夫、蕭金蓮，副主席張
詠儀、李國強、黃志源、鄧錦添、梁
金塘、宋玲鋆、莊金寧、陳國源，當
然董事莊金寧，常務董事關啟光、柯
錫齡、莫兆光、陳玉生、許榮勞、呂
湛鈞、盧軾彥、黃宏活、洪文紹、梁
樹賢，嘉賓中國銀行團隊主管陳靜
韻，恒生銀行商務理財客戶關係部副
總裁丘翠芬，恒生銀行商務理財業務
處高級副總裁呂志剛等50多人。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資訊科技委員會晚宴日前舉行。圖為賓主合影。 陳熙 攝

■義工局2013滙豐愛心傳城義工大行動「發放義工正能量」嘉許禮日前舉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
宗蒞臨主禮。

■■新界總商會日前假九龍喜來登酒店舉行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新界總商會日前假九龍喜來登酒店舉行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並邀請並邀請
香港大學教授兼該會西醫顧問王振宇醫生任主講嘉賓香港大學教授兼該會西醫顧問王振宇醫生任主講嘉賓。。

■香港青年動力協會舉辦義工嘉許禮。

新界總商會開董事會
王振宇任主講嘉賓■「香港大學Citibank University Banking Course 2013-2014」舉行開

學典禮。

■「九龍樂善堂李賢義裔群社—少數族裔支援服務中心」
日前舉行揭幕典禮，圖為賓主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