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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香港僑界社
團聯會首次組織高層次訪問團，由會長、全
國政協常委余國春任團長，一行 17 人於 5 月
9 日訪問澳門。訪澳期間獲全國政協副主席何
厚鏵、行政長官崔世安、中聯辦主任李剛、
立法會主席賀一誠親切會見。余國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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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國春率港僑聯訪澳門
拜會何厚鏵崔世安李剛 訪歸僑總會

此行大家就深化港澳兩地多方面合作進行深
入和坦誠交流，看到今日澳門的經濟快速發
展及社會和諧，香港社會更加需要在基本法
框架下，和衷共濟，推動經濟和政制發展，
從而保持香港繁榮穩定。
10 年來，首次組織高規格訪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成立
問團訪問澳門，余國春團長在座談中分別向何厚

鏵、崔世安和李剛介紹該會歷史及會務，特別是香港僑
界在維護「一國兩制」、支持政府依法施政、保持香港
繁榮穩定發揮的重要作用。

余國春看好橫琴中醫藥業
余國春認為，澳門回歸後社會和諧，經濟發展良好，
港澳均屬特別行政區，希望兩地保持緊密溝通，落實執
行基本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希望此行加深了解澳門
各項發展。他又指，港澳僑界一直保持密切聯繫，兩地
僑界經常合辦大型活動，例如紀念辛亥百年、港澳台兩
岸三地青少年夏令營等，希望密切港澳愛國社團合作聯
繫，為實踐「一國兩制」、維護港澳繁榮穩定獻力。未
來將每年組織僑青和婦女互訪，進一步加強兩地交流。
余團長還看好澳門發展橫琴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的前
景，相信將為港帶來發展機遇。

崔世安：經濟民生持續向好
崔世安在政府總部親切會見訪問團一行，介紹澳門回
歸以來的發展情況，指澳門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經
濟民生發展持續向好。澳港關係密切，雙方一直有良好
合作基礎，建有恆常溝通機制。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譚
俊榮、行政會秘書長柯嵐陪同會見。

李剛：香港好澳門才會好
李剛會見訪問團時坦言，非常留意香港政制發展情
況，他希望香港好，因為香港好，澳門才會好。他又
特別介紹了澳門歸僑發展情況，指澳門歸僑主要來自
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和柬埔寨，較多從事中小
企，而澳門博彩業蓬勃的同時，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

■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右)與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長余
國春親切握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沈清麗 攝
相對變小，他希望港澳歸僑在如何做好企業方面進行
更多交流。中聯辦辦公廳主任孫達、協調部部長許爽
出席會面。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於政府總部會見香港僑界社團聯會訪澳團。

香港文匯報記者沈清麗 攝

■澳門中聯辦主任李剛(左三)和余國春(左二)、陳有慶(左一)親切交流。右一為孫達。

香港文匯報記者沈清麗 攝

賀一誠黎振強喜迎港僑友
賀一誠在立法會大樓會見訪問團，詳細介紹澳門立法
會運作情況，又帶領團友參觀議事廳。訪問團最後到訪
澳門歸僑總會，與該會會長黎振強、常務副會長劉藝良
及理監事座談交流及共晉晚宴。

陳有慶赴會 呂耀東宴團友
僑界社團聯會主席陳有慶，名譽顧問呂耀東，常務副
會長陳金烈，副會長王欽賢、梁淦基、李碧蔥、李潤
基、王錦彪、李家傑、黃周娟娟、黃英來，秘書長陳志
煒，司庫黃楚基，名譽會長兼常務副秘書長程燕，副秘
書長兼婦委會主任鄭玉蘭，副秘書長兼青委會主任廖宇
軒等參與訪澳。在澳期間，呂耀東一盡地主之誼，提供
大力協助並設午宴款待訪問團。

中出婦女部率中學生江門交流

■在江門市青少年宮參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中華
出入口商會婦女部日前舉辦為期兩天
的香港中學生江門考察交流團，嶺南
中學及荃灣胡漢輝中學共 60 多名學
生參與活動，團友參觀江門五邑大學
及第一中學等。中華出入口商會婦女
部主任余桂珍擔任團長，副主任黃美

心任召集人，婦女部顧問許陳秀容和
江門同鄉會理事長陳朗雲擔任顧問。
行程安排充實緊湊，學生增加了對江
門僑鄉及內地的了解，獲益良多。

余桂珍率60學生訪僑鄉
交流團到訪位於江門市中心的五邑

大學。大學黨委副書記李靄康對大家
的到來表示歡迎，希望兩地之間有更
多機會交往。他介紹五邑大學初建校
時得到許多海外華僑特別是港澳鄉親
的支持，至目前為止累計捐款 3 億
元。該校於 1993 年開始接受港生入
讀，成立 29 年來，大學辦學成績得

■新界總商會日前假九龍喜來登酒店四樓清廳舉行第十屆董事會第一次會議，邀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
江華主講政改諮詢，會後賓主合影。
香港文匯執訊（記者 子京）新界總商會日前假九
龍喜來登酒店四樓清廳舉行第十屆董事會第一次會
議。邀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擔任主講嘉
賓，圍繞如何落實普選的問題，與商會同仁進行詳細
說明及交流探討。

議員赴滬交流有利港政局
劉江華表示，從中央政府到特區政府都很希望能夠
落實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但如何去落實呢？坊間
有不同的意見。他認為多元化聲音是正常的，最重要
的是能夠把意見說出來，能夠有一個有商有量的態
度。立法會議員上海之行有不少波折，沒有太大的成
果，但是總的意義在於大都認為，如果中央政府和特
區政府與不同黨派議員能夠常來常往，能夠有一個正
常化交流，對於香港政局會有一些穩定作用。他預

計，上海之行後，中聯辦官員會繼續同一些政黨繼續
溝通。
劉江華強調，2007 年人大常委的決定只提及 2017
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並沒有提及 2017 年失敗可以順
延一屆。假如 2017 年失敗，不知道何時再有機會進行
普選行政長官。這次政改諮詢，無論特區或中央政府
都出盡全力展開工作以便促成其事，而如果以這樣的
力度和誠意也失敗的話，日後就會更艱難。

張德熙王振聲等出席
當日出席會議的包括新界總商會會長張德熙，主
席王振聲，副會長周華焯、王基源、陳耀宗、何光
耀、梁鐵夫、齊光華、蕭金蓮，副主席張詠儀、李
國強、何鏡波、宋玲鋆、區宇凡、 陳國源等約 70
人。

何鴻燊曾憲梓等獲「特別榮譽獎

新總邀劉江華講落實普選

到社會廣泛認同，畢業生就業率在廣
東省位居前列。交流團更與五邑大學
學生舉行聯歡活動。黃美心表示，系
列考察和聯誼活動可以讓本港及江門
的學生互相學習，擴闊視野，提升競
爭力。
在江門期間，團員還參觀華僑華人
博物館，了解早期華人漂洋過海的辛
酸經歷及不遺餘力貢獻祖國的事跡，
其中鄭潮炯的「捨子救國」故事令人
感動。此外亦參觀了江門市凌志餐廚
有限公司、陳少白故居及江門青少年
宮。
交流團成員還包括副團長區艷龍、
陳余小春、盛靜雯、周俊慧、單曉
斌，贊助人陳志灼、甘劉惠英、盛靜
雯、陳封平、黃旭照、楊德、楊靜、
盧妙玲、朱國基、冼端文、馬瑞娥、
趙鍾月琼、翁瑞明及葉若超。
江門方面負責接待的領導還包括五
邑大學駐港辦主任馮榮兆、黨政辦主
任盧東亮、共青團五邑大學委員會副
書記莫樹培，江門市青年聯合會副主
席梁釗俊、秘書長張文正及副秘書長
蔡燕紅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
倩敏 北京報道）作為北京
市政府授予僑界人士和港
澳同胞的最高榮譽，首屆
「京華獎」頒獎大會 8 日
在京舉行，包括陳麗華、
洪明基等港人在內的 10 位
華僑華人獲得「京華獎」
榮譽稱號，此外，包括何
鴻燊、曾憲梓等港澳知名
人士在內的 19 人獲得「特
別榮譽獎」。
據悉，「京華獎」評選
每兩年開展一次，評選人
數 原 則 上 每 次 不 超 過 10
人，是次獲獎人員有謝國
民、陳麗華、李春平、錢
淵、嚴彬、幸公傑、萬立
駿、嚴歌苓、程京、洪明
基。首屆「京華獎」評選
還設置了「特別榮譽
獎」，特授予何鴻燊、曾
憲梓、楊孫西、霍震霆、
吳清源、謝家麟、李桓
英、吳良鏞、吳佑壽、李
文正、粟秀玉、雷學金、陳永栽、
谷建芬、黃雙安、潘文石、彭雲
鵬、伍淑清、陳江和等19位華僑華
人、歸僑僑眷和港澳人士，以感謝
他們長期以來為首都經濟社會發展
作出的突出貢獻，霍震霆親赴現場
接受獎項。

﹂

五邑青年總會千人燒烤同樂

■黃達東會長、甄韋喬主席、郭振邦常務副會長、林智遠常務副會
長、陳耀雄副會長、胡智政副會長合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
香港五邑青年總會日前於大美督
燒烤場舉辦了親子燒烤同樂日，
當日出席的人數包括家長及小朋
友達近1,000人。

籌辦世界江門青年大會
香港祖籍在江門五邑的人士超過
125萬人。香港五邑青年總會特意
舉辦大型活動、社會服務等，提供
一個交流平台，凝聚及團結在港之
五邑青年，本年度的首個大型活動
於勞動節當日舉行，總會更獲得多
個協辦團體的支持，攜手合作，最
終活動順利完成。

當日天公作美，天清氣爽，五
邑青年總會會長黃達東聯同常務
副會長兼活動籌委會主席甄韋喬
及會董會、各區參加者於大美督
燒烤場共度歡樂時光。總會當日
更安排不同的娛樂節目，包括抽
獎環節、魔術表演等帶起全場氣
氛。魔術師的賣力表演及出神入
化的扭汽球技術，令大人、小朋
友樂開懷。總會最後還安排拍攝
大合照，與約 800 位的參加者一
同大聲喊出「五邑，加油」的口
號，為在港五邑人及總會本年度
承辦的「2014 年世界江門青年大
會」加油。

鍾錫熙長洲安老院嘉許義工

■鍾錫熙長
洲安老院嘉
許義工。
許義工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
鍾錫熙長洲安老院義工嘉許禮日
前假鄉村酒樓舉行，特邀中西南
及離島區民政專員彭潔玲主禮，
同時設齋盆菜招待全體義工，場
面熱鬧非常。
鍾錫熙長洲安老院主席梁金塘
致辭時表示，義工嘉許禮目的是
於區內推廣義務工作，同時答謝
支持該會義務工作的義工及團
體，鼓勵不同年齡群參與社區事
務，發揮互助互愛精神，尤其是
長者們參與義務工作，繼續貢獻
社會，提升長者積極正面形象，
推廣「老有所為」精神，創造豐
盛晚年。
梁氏介紹該會響應社署義工運
動的主題，以「義工．生活新態
度—始於生活 融於生活」作為
活動口號，按不同團體及個人義

工的能力和專長，推廣合適的義
工項目，以服務不同社群。近年
更有不少義工聯同家庭成員一起
參與義務工作，共享天倫之時，
亦為有需要人士帶來關懷與希
望。該會更希望鼓勵義工把義務
工作的核心價值融入日常生活之
中，使義務工作不單只是一個
「活動」、一個「項目」，更是
一份「心意」及一種「生活態
度」。取之社會、用之社會，只
要每個人都能夠伸出助人之手，
將服務他人的熱誠及關愛的精神
融入日常生活之中，生活及社區
變得更美好。
嘉許禮上分別頒發了個人及團
體最高服務時數獎，包括青年
組、成人組及長者組；90 歲以上
高齡義工獎；個人義工年度章及
5年章等獎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