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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萬新界居民共慶回歸
林鄭月娥林武劉林陳茂波劉皇發張學明梁志祥等主持義工行動啟動禮

■王國強及其家人遞交支票，校監傅浩堅及
校長陳偉佳代表接受。
邵萬寬 攝

王國強 萬捐浸大附校

■新界各界慶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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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熙）由新界各界慶委會主辦，民政事務總署
協辦的新界首場慶回歸活動「活力·愛@慶回歸」義工行動啟動禮昨日
在將軍澳香港單車館隆重舉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中聯辦副主任
林武，新界工作部部長劉林，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民政事務局局長政
治助理徐英偉等出席主禮，與新界各界慶委會主席團主席劉皇發，執
行主席張學明，常務副主席梁志祥、陳勇及逾 3,000 名義工歡聚一
堂，其樂融融。
17 周年，新界各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區將舉辦一系列慶祝活動，由逾

1,500 間非牟利機構慈善宗教團體舉辦文
藝演出、嘉年華、特賣會、龍舟賽等逾
120 項活動，包括：慶回歸嘉年華 2014、
北區各界慶祝香港特區成立17周年聯歡晚
會、歌舞昇平在大埔暨醒獅麒麟表演、居
民同樂慶回歸、活力·愛綜合表演、青少
年回歸入軍營等，預計將有 20 萬市民參
與。

劉皇發：
「一國兩制」成功落實
啟動禮上，劉皇發致辭時指出，回歸 17
年來，在全港市民和特區政府的共同努力
下，在中央政府的高度關懷和大力支持
下，香港成功落實「一國兩制」，社會得
以穩定繁榮，成績令人鼓舞。他希望新界

各界同仁繼續擁護「一國兩制」、「港人
治港」、高度自治方針政策，落實基本
法，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攜手為建設
家園，為促進香港繁榮穩定，為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

林鄭：新界社團收 15,000 意見書
林鄭月娥指，新界慶委會致力團結新界
各方面的組織和凝聚地區人士的力量，熱
心公益，積極參與社會服務，藉此慶祝香
港回歸祖國 17 周年，組織為數接近 3,000
人的龐大義工隊伍，包括來自婦女團體、
鄉鎮社團、漁農界、工商界、教育界等的
義工，促進社會和諧，讓回歸的歡樂氣氛
能夠散發至新界每一個角落。
她讚揚新界各團體，指政府展開政改諮
詢以來，他們一直積極組織並鼓勵各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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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踴躍參與諮詢座談會、論壇和研討會
等，向政府提出意見，更收集了逾 15,000
份政制發展意見書。她感謝新界團體為政
制發展作出的貢獻，希望大家一如既往支
持政府的公眾諮詢工作，鼓勵各界積極參
與討論並踴躍發表意見。
林鄭月娥深信新界慶委會在劉皇發、張
學明及各位社團首長的領導下，定能一如
既往地帶領會員發揮地區力量，支持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一同推動香港社會蓬勃發
展。
當日還舉行義工授旗儀式。隨後， 林鄭
月娥主持監誓，義工領袖帶領全場義工一
同宣誓。大會還設有精彩節目表演，包括
美藝音樂藝術團、將軍澳香島中學、東涌
居民聯會舞蹈組、蓬瀛仙館健身氣功隊等
表演團體帶來多姿多彩的文藝演出。全場
高歌《中國夢》，氣氛沸騰熱烈。

團了解當地工商發展情況和視察會員在當
地的投資項目，獲益良多的同時發掘到無
限的商機，他認為合肥的投資環境有後發
優勢，配合中央中西部發展戰略，有很大
發展潛力，期望交流促進兩地經貿發展。

胡劍江致歡迎辭

韓冰介紹安徽優勢

胡劍江介紹會務時指出，潮州商會成立
至今近百年，是本港 100 多萬潮籍鄉親中
最具代表性的工商團體，會員均為社會政
商界精英。該會近年更朝年輕化、專業化
和國際化目標邁進，在促進工商、弘揚文
化、興學育才和扶貧救災等方面贏得良好
聲譽。
該會與合肥有良好關係，去年組織考察

韓冰致辭時表示，安徽是歷史悠久的省
份，現時集區位優勢、政策導向、人力資
源於一體，加上國家鐵路網的發展，優勢
進一步顯現，而當地正處於產業轉移的時
期，電器業、製造業、新興電子產業和農
產品加工是當地的經濟支撐產業，生產總
值按年遞增。潮商應把握商機，加大對合
肥的投資。

黃晨 攝

婦協為百長者驗眼配眼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
晨）香港婦協上月舉行「築福
香港——關懷長者眼科檢查」
活動，為 100 名清貧長者免費
驗眼及配眼鏡。活動儀式於日
前在婦協郭德勝服務中心舉
行，眾長者獲贈眼鏡。婦協主
席林貝聿嘉，執委蘇曹莊儀、
顏吳餘英，當然委員陳培芸、
馮梁貴平，香港執業視光師協
會會長鄭偉澤出席儀式。

林貝聿嘉致辭
林貝聿嘉致辭時指出，婦協
自創立以來，一直關心婦女健
康，每年都會舉辦很多不同類
型的健康講座，除了一般人所
關心的都市病，如心血管病及

糖尿病之外，眼睛是靈魂之
窗，但其重要性卻經常被人忽
視。上個月，為了響應扶貧委
員會的「築福香港」計劃，婦
協特舉辦了「關懷長者眼科檢
查」活動，在驗眼中心協助
下，為 100 名清貧及有需要的
長者配眼鏡，受惠的長者更是
獲得全面的眼睛檢驗服務，以
及專業的護眼知識。
她表示，這次活動本着築福
香港的口號「能夠幫人．你的
福氣」、秉承助人為樂的精
神，令社會更多有需要的長者
受惠、向市民宣揚健康訊息。
儀式後，長者們獲發為其量
身定造的眼鏡，並得到專業的
調配眼鏡服務。

傅浩堅於儀式上致辭表示，浸
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15
年前開始籌備，由王錦輝帶頭捐
款 1,300 萬興建、8 年前正式落成
啓用。近期課程改革及日益創新
的教學策略，大力發展多元課
程，學校的設施已明顯不敷應
用。因此計劃興建一幢新綜合教
學大樓，設施包括戶外籃球場、
跑道、健身中心、室內運動中
心、雕塑廊、多用途室、美術室
暨展覽館等。讓學生在各範疇得
到栽培和均衡發展，培育卓越人
才。
傅浩堅表示，整個項目約需 1
億港元，校方將自行籌募 2,500
萬港元款項。王國強率先捐出
500 萬港元支持發展計劃，望為
學生提供更理想學習環境，為感
謝王氏家族善舉，大樓以王國強母親王廖惠
文的名字命名。
王國強致辭表示︰是次捐資是將母親的私
產捐出，希望以此造福社會，為浸會大學附
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增加和改善設施，培養
社會棟樑，鼓勵學生努力逐夢。
金城營造集團創辦人王錦輝、董事王紹
基，全國政協委員譚錦球等逾百賓主出席了
王廖惠文紀念大樓支票遞交儀式。在眾嘉賓
及家長、師生的見證下，由王國強及其家人
共同遞交支票，校監傅浩堅和中學部校長陳
偉佳代表接受。

■馬介欽向蔣麗芸致送感謝狀。 邵萬寬 攝

■香港潮州商會接待安徽省合肥市代表團賓主合照。
潮州商會出席接待者尚包括︰永遠榮譽
會長蔡衍濤、許學之，會董林赤有、胡炎

邵萬寬 攝

松、余秋偉及青年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林月
萍等。

港僑聯青委講座談兩地合同法

■活動嘉賓及受惠長者合照。

校監傅浩堅代表接受

港九潮州公會中學畢業禮

潮州商會迎合肥副市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萬寬）香港潮
州商會日前在會所接待由安徽省合肥市委
常委、常務副市長韓冰率領的一行8人代表
團，副會長胡劍江主持接待，雙方就經貿
合作互相交流，並探討兩地合作新領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萬寬）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
任、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金
城營造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王國
強，上周六（21 日）偕家人捐資
500 萬港元支持浸大附屬學校王
錦輝中小學興建新教學大樓，支
票遞交儀式於該校禮堂舉行，由
校監傅浩堅代表接受。為感謝王
氏家族的義舉，新大樓將命名為
王廖惠文紀念大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
晨）香港僑界社團聯會青年
委員會和港大法律學院中國
法研究中心日前於港大百周
年校園鄭裕彤教學樓聯合舉
辦法律講座。由港大法學院
中國法研究中心主任趙雲，
暨南大學法學院教授宋耀紅
擔任主講嘉賓。

趙雲宋耀紅主講
兩位主講嘉賓詳細講解兩
地合同法的差異和訴訟途
徑，以加深相關人士對內地
法律的認識，同時了解內
地、香港法律制度的差異，
提高對簽訂合同責任意識和
■港僑聯青委舉辦「兩地合同法的差異及訴訟途徑」法律講座。
黃晨 攝
規避法律風險的意識。
港僑聯副會長李潤基致辭，以他 的合同以及如何履行合同，結合 際商務爭議中扮演愈來愈重要的
自己幾十年從事商業和公共事務的 實際案例分享違約補救、打官司 角色。現在內地發生的糾紛可以
經驗為例，指出擁有法律知識和思 的方法及涉港民商事合同在內地 通過仲裁解決，随後的裁決可以
維在當今社會非常重要：「隨着內 審理程序和對合同當事人風險防 在內地或香港得到完善的實施和
執行。」
地與香港的交流愈發頻繁、關係更 範的建議等。
港僑聯名譽會長梁思謀，秘書
趙雲則針對訴訟途徑及如何通過
趨緊密，融合不可避免，但也隨之
長陳志煒，司庫黃楚基，副司庫
協商、調解、仲裁來解決爭議進行
帶來一系列的合同法問題，大家應
提高對相關問題的重視，對合同法 深入探討。他詳述了兩地不同的仲 陳光明，常務副秘書長梁志明，
裁制度，對比兩地在商事仲裁裁决 副秘書長鄭玉蘭，青年委員會主
和爭議的解決有個基本了解。」
任廖宇軒，副主任郭文義、駱
宋耀紅解釋內地合同法內容， 方面的發展趨勢及差異。
鎮、余偉傑、李嘉佳等出席講
他說：「仲裁由於本身機制的
圍繞兩地合同法的差異進行深入
講解，並詳述如何簽訂一份有效 特性優勢，正在取代訴訟，在國 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萬寬）港九潮州公
會中學2013至2014年度畢業典禮日前於該校
禮堂舉行，特邀立法會議員蔣麗芸蒞臨主
禮。港九潮州公會主席兼該校監督馬介欽、
校長黃智立及嘉賓聚首一堂，場面隆重。

蔣麗芸主禮 馬介欽致辭
馬介欽致辭時指，該校秉持潮州人團結拚
搏、坦誠務實精神，遵循「崇德廣業」校
訓，培育社會菁英，歷年各屆畢業生都有投
身醫生、會計師和財經投資界等專業領域。
他鼓勵應屆畢業生懷抱終身學習的理念激發
潛能，努力不懈闖出自己的一片天，以求真
的態度來建設自我和社會。
黃智立報告校務指，該校在校董會協助
下，加入專業顧問提供意見，分析學校強弱
勢，制訂適切發展方向，加上針對性措施，
提升課程和教學法成效，使學生能達到自我
提升。
透過師生共同努力和友好學校的協作活
動，建立良好形象和開拓學生的視野。各學
科和課外活動比賽成績優異，包括「校際舞
蹈節」中學組中國舞群舞甲級獎及獨舞甲級
獎，「油尖旺區田徑比賽」三項金獎、七項
銀獎和九項銅獎，「2014 年港澳數學奧林匹
克公開比賽初賽」金獎等。更有成績優異畢
業生獲「香港科技大學」院長榮譽錄、「香
港浸會大學」校長榮譽榜及「香港城市大
學」傑出學生市場顧問獎。
蔣麗芸致辭時鼓勵學生日學一事，做事要
持之以恆，對學習和工作建立興趣便會做出
成績。世界盃已「開波」，她又以巴西人對
足球的狂熱為例，鼓勵學生對學習全心投
入，對工作有巴西人對足球的熱情，再沉悶
的工作會變成今天足下享受的足球。
最後，她勸勉同學不要短視，避免因為目
前少許利益而與自己感興趣的事物背道而
馳，並學會獨立思考和分析事物的能力。
香港九龍潮州公會首長張敬川、姚中立、
林榮森、方平以及潮州商會永遠榮譽會長蔡
衍濤等出席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