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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棋膺廣東社總主席
籌設5區辦事處 林光如梁亮勝等任常務副主席 簡松年任秘書長

李嘉誠基金捐1億
啟動「長江新里程」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任 一
龍）5月27日，
由中國殘聯和李
嘉誠基金會合作
開展的「長江新
里程計劃」第三
期項目啟動儀式
在湖北省武漢市
舉行。中殘聯副
理事長賈勇、湖
北省政府副秘書
長聶昌斌、李嘉
誠基金會高級項
目經理羅慧芳等
出席活動，與20
名項目受益人及助殘組織代表交流座談，鼓勵他們
自強互助，了解助殘組織需求，並向他們發出7月
份申報「關心你的殘疾人鄰居」項目的邀請。

預計惠及逾10萬殘疾人
長江新里程計劃由李嘉誠基金會出資一億港幣，

主要實施包括「義肢服務」、「腦癱兒童引導式教
育康復」及「關心你的殘疾人鄰居」3個項目，預
計可直接惠及逾10萬殘疾人士，模式及經驗可輻
射全國33省各級殘聯機構及數百萬人群受惠。
李嘉誠先生一向心繫殘疾人士的需要，自1984
年開始，基金會聯同中國殘聯為內地殘疾人士服
務，30年來累計捐款超過港幣4億元，當中包括
新增捐資港幣1億元支持推出長江新里程計劃第3
期。自2000年至2012年間，中國殘疾人聯合會
與李嘉誠基金會攜手合作的「長江新里程計
劃」，直接服務全國26萬殘疾人，支持17萬殘疾
人士裝配假肢，間接服務人數達1,600多萬。
「長江新里程計劃」第三期於2014年至2018

年實施，彰顯重視地區助殘服務，提升成效的意
義，湖北及黑龍江兩個示範省將結合最適合地方
的需求，引領社會參與助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長江
集團（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長江基建集團有
限公司及電能實業有限公司）一向與
香港公益金合作無間，已連續14年蟬
聯公益金三大最高籌款機構之一。今
年，適逢公益金及時雨基金成立10周
年，長江集團剛於上周六（5月 24
日）再次啟動長江捐款熱線，第九度
為基金籌款。

配對捐款再添60%
於5月24日晚上「萬眾同心公益

金」電視籌款節目播出期間，長江集
團一如既往承諾以「您捐幾多長江集
團捐幾多」的配對贊助形式，捐出公
眾致電長江捐款熱線「18282」認捐
的等額善款，務求令公益金的善款倍
增。在長江集團的呼籲下，長江捐款
熱線於啟動當晚獲市民踴躍支持，透
過電話認捐合共籌得逾250萬元善
款。長江集團配對捐款額外增加60%
至400萬元。
為鼓勵公益金及時雨基金延續過去

十年的佳績及令更多有需要人士受
惠，長江集團今年特別額外提高配對
善款，由250萬元增加60%至400萬
元。總計公眾認捐及長江集團的配對
捐款，長江捐款熱線今年合共為公益
金及時雨基金籌得逾650萬元善款。

歷年捐出善款7,400萬元
公益金及時雨基金於2004年成立，

一直為身陷困境的家庭和個人，提供
迅速的短期過渡援助，歷年來共撥出
善款逾7,400萬元，協助38,000多名
有需要人士解決燃眉之急。去年，基
金已撥款近1,200 萬元，資助1,900多
宗個案，協助 4,000 多名有需要人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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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昨於會所召開會董

會，依章選出第八屆常務會董。會上全國政協常委、長江製衣集團

行政總裁陳永棋眾望所歸榮膺廣東社團總會新一屆主席，全國政協

委員林光如、梁亮勝等人為常務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資深律師

簡松年任秘書長。陳永棋表示，香港未來將面對區議會、立法會及

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3大選舉對整個香港的前途都有好大影響。

作為愛國愛港社團，廣東社團總會將在香港、九龍東、九龍西、新

界東、新界西5大選區，成立5個分區辦事處，服務會員，同時支持

愛國愛港人士參選。

18年前已參與廣東社團會務
陳永棋主席表示，18年前在創會主席
余國春領導下已參加廣東社團眾多事
務，後期因擔任香港友好協進會會長，
無暇分身而少兼顧會務，但常獲邀出席
廣東社團總會的重大活動。他說：「10
多年來廣東社團總會在余國春及王國強
兩位主席的領導下，做了大量工作，實
力強，影響大。在港廣東人為數最多，
廣東社團總會將盡量團結廣東同胞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令社會多些團結，
少點吵閙。」他表示未來3年工作繁重，
香港有好多工作要做，希望會員積極參
與政改諮詢。他說：「我希望大家在有

商有量，和諧的氣氛下，讓香港實現特
首普選，這是當務之急。」他強調，接
下來的區議會選舉，將來的立法會選舉
對整個香港的前途都有好大影響。2017
年希望達到特首普選，廣東社團總會支
持最適合港人的人士以及一人一票的方
式選下一屆特首，這是總會任內的主要
工作。他表示任內將在秘書長簡松年協
助下，在全體常董及會董共同努力下，
盡快在五個選區建立辦事處，聯絡市
民，做好地區服務，支持愛國愛港人
士，共同為香港繁榮穩定而努力。

簡松年：正在租辦事處聘職員
簡松年秘書長透露，1999年加入廣東

社團總會，擔任會長已好多年，對總會
感情深厚，作為愛國愛港社團，面對香
港的3個選舉深感任重道遠。目前5個地
區辦事處正在積極籌備中，找地方，招
聘職員都在進行中。他稱辦事處成立，
將有助會務工作的開展，更好聯絡會員
並開展地區工作，支持愛國愛港人士服
務社會。同時新一屆會董會將加強與兩
地政府的溝通，短期內將拜訪特區政府
高層、廣東省政府領導，於年底將組團
訪京，向政府推介會務工作並支持政府
依法施政。
資料顯示陳永棋曾任第八、第九屆全

國人大代表、香港友好協進會會長、香
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香港出口商會
會長、付貨人委員會主席、香港紡織業
聯會會長、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
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歷屆政府推選委
員會委員、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
員、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澳門
特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其積
極投身社會公益事業，具有豐富的社團
工作經驗。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第八屆會董會的任

期3年，由2014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
30日。

■簡松年將接任廣東社團總會秘書長。■陳永棋獲選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

■李澤鉅(左)昨日向公益金及時雨基金遞交400萬
元支票。圖右為李業廣。

■計劃受益人送給李嘉誠先生
感謝卡。

■■計劃受益人譚漢華計劃受益人譚漢華
於運動場內跑步於運動場內跑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晨）潮商會青
委會日前接待了潮州市僑聯主席楊錫銘
率領的青委訪問團。潮州商會青委會主
任葉振南，副主任林月萍對楊錫銘一行
到訪表示歡迎。座談會還邀請潮州商會
永遠榮譽會長陳偉南做主講嘉賓，賓主
就會務發展問題及今後路向進行討論，
冀互相學習經驗，取長補短，共同進
步。

葉振南歡迎楊錫銘一行
葉振南指出，青委會成立至今，在歷
屆委員共同努力下，除了開展商務、公
共事務、慈善公益、文化康樂等方面的
活動，也致力加強與內地及海外的聯
繫，希望兩地青年有更多機會互相學習
合作，更好地利用兩地資源優勢，共創
雙贏。

陳偉南分享處事哲學
陳偉南在席間分享其人生經驗和處事
哲學。陳會長多年來對潮汕文化教育事
業不遺餘力作貢獻，有口皆碑。他的座
右銘「事業的成功在於努力，人生的價
值在於奉獻」，影響着一代代潮州年輕
人的成長。陳會長指出，事業成功雖有
多種原因，但個人的努力是最為重要

的。奉獻是人類道德的最高昇華，人類
社會的發展，皆依賴於人們的奉獻。
楊錫銘讚揚香港潮州商會青委會是世

界上最出色潮團之一。他表示隨高鐵開
通，兩地距離越來越近，希望日後能與

青委會在經濟、文化、商業方面有更一
步合作，增加潮團凝聚力，提升潮汕文
化影響力。
座談會氣氛熱烈，大家表示，兩會的

青年人除加強彼此交流外，更應該走出

去，與各地潮團交流訪問，在更大層面
上發揮影響力。大家紛紛向陳偉南這位
道德楷模表達敬意，表示將繼續把陳會
長的精神在一代潮人乃至全世界華人中
傳播、發揚出去。

■香港潮州商會青年委員會接待潮州市僑聯青年委員會訪問團並合照。 黃晨攝

26港高級公務員訪安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為弘揚觀
音大士普渡眾生的慈悲情懷，體現博大
精深的佛教文化，香港福建同鄉會和舟
山市普陀山風景名勝區管理委員會、普
陀山佛教協會聯合主辦的福佑香江．普
陀山南海觀音庇護祈福千人齋宴，將於7
月12日晚假香港會展中心新翼三樓大會
堂舉行。當晚擬設200席，2,500多信眾
及嘉賓出席。

福建鄉會普陀山合辦
活動將邀請中央統戰部、國務院僑

辦、全國僑聯、全國婦聯、共青團中
央、香港特區民政事務局、香港福建社
團聯會、舟山市委、普陀山風景名勝區
管委會等機構領導以及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普陀山佛教協會
會長道慈大和尚等蒞臨主禮。活動亦得
到了社會各界和知名人士以及香港民政
事務局、香港佛教聯合會及媒體的支

持。屆時道慈法師將為「祈福香港」主
持「祈福法會」。大會於現場將配樂誦
讀「普陀山宣言」，展示(新六和)吉祥簽
名寶幛，並派發敬老、助學慈善金和向
信眾贈送開光觀音寶相及吉祥卡。整場
活動莊嚴肅穆，為香港近期大型的佛教
弘法活動之一。
聞名中外的普陀名山古剎，主供觀音

菩薩，是香港人前往朝拜禮佛的重要聖
地。香港信仰佛教的人數多達一百餘
萬，其中以閩台浙三地鄉親居多。
活動的主要負責人包括：總顧問：余秋

雨、吳天賜；顧問：吳良好、林樹哲、李
群華、施展望、黃達群、邱季端、羅興
祥、顏金煒、施世築、鍾志孟；總策劃：
忻海平、張方；總指揮：陳聰聰、盧溫
勝、蔣志偉；副總指揮：丁宏斌、施維
雄；籌委會主任：張鐵岩；副主任：張上
頂、柯孫培、葉建華、蔡建四；總執行：
賢忠、許猛猛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玲傑、趙臣
合肥報道）港府高級公務員一行26人
於5月24日至27日到訪安徽，參觀考
察安徽省博物院、包公祠、李鴻章故
居、鳳陽縣小崗村、合肥市高新區
等。此次安徽之行是國務院港澳辦和
香港公務員事務局統籌安排、委託北
京大學承辦的第三十期香港高級公務
員「國家事務研習課程」的一部分，
他們在北京結束了為期兩周的學習之
後，來安徽考察實踐。

訪小崗村包公祠李鴻章故居
考察團成員來自警務處、行政長官辦
公室、建築署、律政司等21個部門，考
察團由旅遊事務助理專員陳慧欣任團
長，路政署總工程師周紹喜任副團長。
考察團在參觀了博物院、鳳陽縣小崗
村等地後，於5月26日上午在合肥出席
皖港公務員交流座談會，安徽省發改

委、人社廳等部門分別向考察團介紹了
安徽的省情、安徽公務員運作體系及安
徽與香港經貿等情況，雙方在生態建
設、基礎建設等話題方面展開互動交
流。

陳慧欣：更深入認識國家政策
陳慧欣表示，參加培訓交流活動，對

內地有了更深認識，此前在香港生活和
工作期間對內地的一些政策措施並不十
分理解，此次到內地進行深入學習交
流，對國家方針政策有了更深入的認
識，也更能從內地的角度去理解。同
時，陳慧欣感嘆內地發展速度驚人，都
市化的城區、現代化的農村都讓她頗為
驚歎。北京大學港澳台辦公室副主任潘
慶德告訴記者，在私下與特區公務員聊
天時，大家都沒想到安徽發展如此之
快，作為省會城市的合肥更是變化巨
大。

■在皖港公務員交流座談會上，雙方展開互動交流。 張玲傑攝

■主辦機構在香港福建同鄉會舉行千人齋宴新聞發布會。

潮商青委迎潮州僑聯主席

普陀山千人齋宴7月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