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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協進會板腦贈基層
成立慶回歸匯演籌委會 朱蓮芬任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晨）

■香港南區工商業聯合總會到訪佛山及順德，賓主合照。

■「活力
活力．
．愛@慶回
歸」之「關懷送愛
關懷送愛」
」
文藝匯演籌委會首長
合照。
合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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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假紅磡社區會堂舉行「築福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子京）為增進對佛山市及
順德區城鄉建設的了解、加強其與內地政府及工商
團體的溝通和合作，以創會主席廖漢輝為團長，副
主席施忠民、常務會董袁景森為副團長，常務副秘
書長陳俊達任秘書長的南區工商業聯合總會訪問團
一行 20 多人，日前赴佛山市及順德區展開兩天的
參觀考察，受到佛山市委、市政府，順德區委、區
政府和陳村鎮委、鎮政府熱情接待。

南區工商聯訪佛山順德

香港文化教育交流協進會昨日下
港」互助關愛一人一網共圓「升
呢」夢，向 300 位基層人士贈送
平板電腦。同時舉行「活力．愛
@慶回歸」之「關懷送愛」文藝
匯演籌委會成立大會，通過籌委

訪問團首日到訪陳村鎮，鎮委書記陳仲賢向團
員介紹了陳村最新發展情況。隨後，參觀了松柏
電池廠、花卉世界，以及素有「南國絲都」之美
譽的大良。晚上，順德區政協副主席黃燕霞、順
德工商聯副主席梁錫開等部門領導宴請訪問團，
雙方就近期兩地經濟、民生、營商及社會狀況等
交換意見。
翌日，訪問團參觀了去年 12 月剛落成、投資
1.9 億元的順德博物館。這間成為順德新文化地標
的博物館設有「順德人順德事」、館藏文物、館
藏書畫等 7 個專題展廳，內容豐富、涵蓋面廣，
由古至今順德百業興衰的發展史、各種傳承至今
的民俗活動演變史都能在此找到答案。
訪問團隨後到訪佛山市，獲統戰部副部長張建
輝等接待，雙方交流彼此近年發展情況。訪問團
詳細諮詢了佛山市最新的投資、營商、旅遊等情
況。
張建輝讚南區工商聯是頗具影響力的愛國愛港
社團。南區工商聯成立短短 3 年來為公益事業貢
獻良多，尤其是對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及按基本法
辦事的支持，得到社會各界和家鄉人民的廣泛讚譽。

會架構名單，由香港文化教育交
流協進會會長朱蓮芬任籌委會主
席，宣布將於 7 月 1 日下午分別
在灣仔會展中心、九龍灣國際展
貿中心和沙田鄉議局大樓 3 地同
時舉行慶回歸文藝匯演。籌委會
榮譽會長馬鴻銘、彭曉明、曹貴
子等出席了活動。

彰顯關愛共融精神
■香港文化教育交流協進會向300位基層市民派發平板電腦，主辦方與受惠市民合照。
1 日下午分別在灣仔會展中心、九龍灣
國際展貿中心和沙田鄉議局大樓舉行，
亞洲電視會全程錄影並於稍後播出。當
談起這次文藝匯演， 朱主席的興奮之情
溢於言表。
她說，這一台包羅萬有的匯演不僅有
粵劇名伶獻唱、小朋友唱粵劇和朗誦英
文詩，更有亞視藝員的錦上添花，相信
定會給大家一個難忘的體驗。

工商總會大埔分會「反佔中」

朱蓮芬昨日致辭表示，為了響應扶貧
委員會的「築福香港」計劃，彰顯互助
關愛共融精神，協進會特舉辦這一活
動，目的是為了幫助新來港人士、單親
家庭、基層弱勢社群人士學習電腦應
用，實現社區一人一電腦，圓他們繼續
學習進修的夢想。
在派發電腦的同時，大會更設有小型
電腦教學講座，讓受惠者們能夠盡快掌
握電腦知識，學會用最新的手機程式連
接社會、裝備自身。
朱蓮芬同時介紹，「活力．愛@慶回
歸」之「關懷送愛」文藝匯演將於 7 月

丁健華主持贈電腦

香港文化教育交流協進會主席丁健華
主持電腦贈送活動，眾首長即場將電腦
派送給近300名受惠者。
曹貴子指出，此次文藝匯演讓大家一
齊分享祖國回歸17周年的喜悅，並將團
結向上的正能量傳遞給香港市民，他續
冀望港人可以通過此次活動認識更多祖
國的傳統文化。
「活力．愛@慶回歸」之「關懷送
愛」文藝匯演由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和
香港文化教育交流協進會主辦，民政事

務總署協辦，友好協進會首席合辦，並
由海南社團總會、旅港海南同鄉會、青
年議會及康健國際醫療集團合辦，逾百
個機構及團體參與。
「活力．愛@慶回歸」之「關懷送
愛」文藝匯演籌委會主要成員包括：首
席榮譽會長戴德豐，榮譽會長馬介璋、
馬鴻銘、彭曉明、曹貴子，主席朱蓮
芬，副主席丁健華、李淑嫺、梁思韻、
曹貴子、彭徐美雲、謝巧玲、陳杏、鄭
穎芬、詹美清等。

廖漢輝宣傳禁毒
廖漢輝表示，未來南區工商聯將繼續以愛國愛港、創
建和諧社區為己任。他透露為了向年輕人宣傳禁毒訊
息，該會即將舉辦「禁毒宣傳短片創作比賽」，活動啟
動儀式將於 7 月 5 日在禮頓山社區會堂舉行。

■香港工商總會青年網絡呼籲反對「佔中」及「6 22公投」，勿以身試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日前，香港
工商總會大埔分會就一小撮人鼓吹「佔領中
環」再次召開會議，該會同仁強烈反對「佔
領中環」。該會強調從本港經濟利益為出發
點，「佔中」會危及金融商貿活動及整體市
民利益。該會號召工商界同仁團結一致，守
衛香港的繁榮穩定、守衛普選、守衛「一國
兩制」。
「佔中」行動如若得逞，香港法治精神遭

受嚴重破壞，社會的治安秩序和市民的守法
觀念將會被衝破。同時香港營商環境將會跌
至谷底，動搖企業投資者信心，影響香港的
商業發展及國際形象，令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不保，經濟出現倒退，香港將會為此付
出沉痛代價。
「佔領中環」不符合香港整體的經濟利
益，影響民生。香港工商總會大埔分會全體
同仁堅決反對。

王爽古箏音樂會 7 月 4 日舉行

香港文匯執訊（記者 子京）為慶祝香港
回歸祖國 17 周年，中華愛樂樂團將於 7 月 4
日晚在大會堂音樂廳舉辦「弦韻箏鳴 ──
王爽古箏音樂會」。這是灣仔區議會及灣
仔民政處舉辦的灣仔節其中一項活動。
「弦韻箏鳴」王爽古箏音樂會以「唯美
與交融」為出發點，在音樂風格方面融會
古今，橫貫中西，採取優雅、個性、創新
的音樂混搭，呈現具有新意、挑戰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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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總會青年網絡批「佔中」禍港

■香港工商總會大埔分會呼籲各界「反佔中」保民生。

■「弦韻箏鳴 ── 王爽古箏音樂會」表演
者王爽。

佛山順德領導接待

思考空間的古箏藝術表達。同時，音樂會
現場還增添了美觀而富有心意的視覺元
素，期望以視覺美感激發音樂欣賞的新視
野。
音樂會表演曲目包括古箏傳統曲目以及
專業型作品，電影音樂改編作品、流行音
樂再創作作品以及委約新作品（世界首
演），相信音樂會將帶領觀眾漫步在電影
音樂、流行音樂、傳統古箏作品以及新音
樂等各個領域，深度體味中國傳統音樂滲
透在各個文化空間的自由氣息。
音樂會的精彩節目有：《臨安遺恨》、
《高山流水》、《木卡姆散序與舞曲》、
《茉莉芬芳》、《那些年》、《The Entertainer》、《加州旅館》， 更有青年作曲
家、香港大學音樂系哲學博士生（作曲專
業）邵麗棠創作的新作品《弦韻箏鳴》。
「弦韻箏鳴 ── 王爽古箏音樂會」表
演者王爽曾獲得「建鄴杯」全國古箏比賽
冠軍、並曾在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訪華期間
作古箏表演，現為中國音樂家協會——音
樂傳播學會會員、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青
年部主席。
免費門票索取地點：大會堂及灣仔民政
事務處，送完即止。查詢可電：2891 889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工商總會青年網絡指
出，香港為世界金融中心，中環則是香港的商業活動集中
地、大多數外資企業的總部所在處。「佔領中環」用 「愛
與和平」作為幌子，根本是利用破壞香港主要經濟命脈作賭
注，由近期衝擊立法會事件推斷，必定會嚴重影響香港經
濟，破壞營商環境，打擊商貿運作，動搖企業投資信心，對
本港法制造成無可挽救沉重的衝擊，對本港經濟的損失將會
是空前嚴重。
香港工商總會青年網絡批評，所謂「6 22公投」根本是一
場鬧劇，過程黑箱作業。行動倡議人明知「佔領中環」是一
種知法犯法的行為，卻依然鼓吹，是罔顧基本法條文，置社
會安寧於不顧。

他們擔心，如「佔領中環」事成，中環將被霸佔，商業活
動停頓，金融機構被迫關門，中環商舖拉閘，擾亂公眾秩
序，輻射效應下將大大影響本地各行各業生計，窒礙大型跨
國業務的運作，阻塞交通，破壞社會安寧，影響市民的正常
生活。
同時，滋擾分子更可利用「佔中」平台大肆破壞，造成暴
力政治，衝擊法治，更可怕的是，他們引導年青人走向犯法
之路，貽害年青人。
因此，香港工商總會青年網絡全體成員，堅決反對「佔領
中環」及「6 22 公投」，同時呼籲香港市民，保持清晰思
維，看清鼓動者意圖，辨清是非，並呼籲各位家長及年輕人
勿以身試法，萬不可參與非法活動，影響前途。

國際婦女會晚會慶雙親節

■國際婦女會日前（16日）舉行「慶祝雙親節聯歡晚會」，場面溫馨熱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熙）國際婦女會
日前假尖沙咀皇朝匯舉行「慶祝雙親節聯歡
晚會」，中聯辦協調部處長張淑卿，油尖旺
民政處高級聯絡主任馮國良，社署九龍城及
油尖旺區策劃及統籌小組社會工作主任陳永
達，中聯辦原副主任陳鳳英，該會顧問梁乃
江，廉署西九龍辦事處總廉政教育主任葛嘉
明等主禮。大會筵開逾40席，該會首長與嘉
賓500人歡聚一堂，共賞粵曲，氣氛溫馨。

彭徐美雲主席致辭
該會主席彭徐美雲致辭表示：「世上有兩件

事不能等：一是孝順，二是行善。」她希望藉
此鼓勵為人子女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一停，想一
想父母對子女的無私、不求回報的愛，從而勉
勵子女盡孝心關心父母，報答父母養育之恩。
該會作為一個非牟利團體，積極宣揚敬老愛
老精神，推行服務，支援長者。2014年至2015
年度，社署將推出新福利措施，提升長者中心
為長者鄰舍中心，由現今80％資助增至全數
資助，該會正積極展開申請，希望有更多資源
提升屬下老人中心服務，為長者提供一個更佳
的支援環境。繼續努力服務社群，為社區注入
正能量，讓社會充滿關愛。

陳熙 攝
該會副主席容陳美蓮致祝酒辭，全場舉
杯，祝願天下父母親健康快樂。活動者尚包
括吳何家鳳、徐守然、鄧朱錦韶、梁胡桂
文、李黃倩儂、何伍麗卿、羅陳雪侶、麥蔡
文玉、梁蔡少馨、羅艷卿、吳君麗、蔡馬愛
娟、文劍斐、李家超夫人、白韞六夫人、單
日堅夫人、盧振雄夫人、蘇仲平、陳李佩
英、容鏡新、鄧劍群、何日明、趙汝炘、楊
良才、羅德穎、徐梁桂玲、陳瑞卿、黃碧
蓮、翁淑玲等。
大會並設精彩粵劇表演，並大派利是及抽
獎，氣氛熱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