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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暢熹 2014年6月28日（星期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港區省級政協委
員聯誼會港區政制研究及內地事務協調委員會一
行 33 人，6 月 21 日至 24 日，組團訪問安徽，獲
安徽省政協主席王明方、安徽省委統戰部常務副
部長操建華等領導親切會見，賓主對皖港兩地最
新社會經濟發展情況廣泛交換意見。安徽省領導
對聯誼會工作予以充分肯定，並希望該會繼續為
皖港兩地多方面合作與交流作出更大貢獻。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訪皖
王明方操建華等親切會見 王惠貞任團長 沈沖譚錦球任名譽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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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由全國政協委員、該會港區政制研究及內地
事務協調委員會主任王惠貞擔任團長，中聯辦協

調部部長沈沖及全國政協委員、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
會會長譚錦球擔任名譽團長。

秘書長王啟敏等熱情接待。賓主廣泛交流皖港兩地最新
社會發展，並談及地區政協委員工作心得。王明方表
示，聯誼會為內地和香港社會事務交流起重要的橋樑作
用，祝該會會務蒸蒸日上。

翟慶黨吳學民任副團長 王新友任秘書長

郎濤汪滬敏等接待

該會港區政制研究及內地事務協調委員會副主任翟慶
黨、吳學民任副團長，該會副總幹事王新友任秘書長。
訪問團首站拜訪安徽省政協，獲省政協主席王明方、

安徽省政協港澳台僑和外事委員會主任兼省委宣傳部
常務副部長郎濤、副主任汪滬敏出席接待。該會拜訪安
徽省委統戰部期間，獲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操建華熱情款

待。他讚揚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是愛國愛港的友好
團體，積極組織省級政協委員參政議政，在香港有很大
影響力。他說：「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希望未來有
更多香港朋友到安徽考察，多提意見，並投資興業。
王惠貞總結行程時表示，4 天考察，訪問團一路欣賞
美景，體會當地悠久的文化，看到了最新風貌，留下美
好回憶。她感謝中聯辦和安徽省領導重視，所到之處，
既嚐徽菜，又覽徽景，收穫甚豐。
訪問團此行考察了黃山市、池州市、合肥市，遊覽黃

■香港中小企大聯盟理事會成立暨就職典禮上，賓主合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萬寬）
香港中小型企業大聯盟理事會成立
暨就職典禮，日前假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舉行。

蘇錦樑楊益郭亨斌主禮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
中聯辦經濟貿易處副部長楊益，以

邵萬寬 攝

及協調部副部長郭亨斌獲邀出席主
禮。政商界人才濟濟，共聚一堂，
氣氛熱鬧。

吳家榮：求發展尋商機謀福祉
香港中小型企業大聯盟主席吳家
榮致辭時表示，香港中小企是推動
本地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一直以

適應力強、靈活多變，成為最具活
力一群。但同時，因企業規模小、
財務結構及規模效益比大企業相對
薄弱，成為容易受傷一群。香港中
小型企業大聯盟由香港中小型企業
總商會、香港中小企業發展促進
會、國際中小企聯合商會、中小企
國際聯盟、香港中小企業經貿促進
會、香港中小企業工商聯合會、香
港大中華中小企業商會及其他本地
中小企商會組織組成，為求更大範
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凝聚業
界力量，為業界求發展、尋商機和
謀福祉。
吳家榮指，該聯盟矢志成為促進香
港中小企業界與政府溝通的重要橋
樑，在多個與業界利益攸關的議題
上，向政府準確反映業界意見，團結
業界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同時，

該聯盟將推動中小企不同行業互利合
作，讓中小企持續健康發展，為香港
社會繁榮安定作出貢獻。
蘇錦樑致辭時表示，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與中小企業是夥伴關係，中
小企業在香港有着重要角色。香港
98%企業是中小企業，僱用人數佔
總就業人數一半以上。香港中小型
企業大聯盟的成立，將促進特區政
府制定良好政策，幫助香港企業發
展。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設有多項基
金，協助推動中小企業推廣和人才
培訓，相信香港中小型企業大聯盟
的成立，會進一步推動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與中小企業高增值、高價值
的共同發展。
香港中小型企業大聯盟主要首長
還包括副主席曾南、宗弟、張川
煌、梁華、雲海洪和羅志光。

張國良姜在忠連任新聞聯會長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香港新聞工作
者聯會（新聞聯）昨日假北角富臨皇宮舉行 18
周年會員大會暨第九屆理事會選舉，逾 280 名
會員出席。會上即場投票，共選出 50 名理事組
成的新一屆理事會。張國良和姜在忠分別連任
會長和主席，任期3年。

辦攝影賽慶新中國成立 65 周年
會上透露，今年是新中國成立 65 周年，新聞
聯將與中國新聞攝影學會、廣州記協、澳門記
協、台北市報業商業同業公會合辦「記者眼中
的中華大地」攝影比賽，頭獎獎金5萬元，現已

■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昨日舉行會員大會，並進行理事會選舉。
開始徵集比賽作品。
據介紹，過去一年，新聞聯積極拓展會務，在
維護新聞自由和業界權益、推動兩地交流、團結
聯繫會員等方面，均取得佳績。該會在外交部駐
港特派員公署協助下，首次舉辦外交專題和時事
講座，組織本港媒體前往內地省份包括安徽、甘
肅、山西、青海、山東、陝西、廣東等參觀訪問

擬拍攝青奧會火炬視頻短片
今年8月16日，第二屆世界青年奧運會
將於南京舉行，會員大會計劃於當晚安排
全體與會人士，即場參與拍攝網絡傳遞青
奥會火炬的照片及視頻短片。每一桌來賓
手持青奧火炬圖案，對着鏡頭喊出祝福青
奧會的口號，場面熱鬧歡欣。張心瑜介

■香港南京總會周年會員大會上
香港南京總會周年會員大會上，
，全體會員參
與青奧火炬傳遞錄製，
與青奧火炬傳遞錄製
，齊舉手機合照
齊舉手機合照。
。 黃晨 攝
紹，全世界很多城市參與活動，今晚該會
每一位與會者，將有幸代表香港，進行此
次別有意義的網上火炬傳遞活動。短片將
於南京電視台播出。
南京總會於2005成立以來，秉承「愛
國、愛港、愛鄉」宗旨，推動南京香港
兩地經濟文化交流。此外，總會在教育
方面為家鄉貢獻良多，如近年向南京捐
贈「香港南京總會僑心小學」學校，以
及與南京大學合作，設立獎學金計劃，

中通社

交流，受到省領導重視和高規格會見。
新聞聯又分別在上海浦東幹部學院和廣州暨
南大學舉辦兩期香港新聞界國情班，來自本港
各大主流媒體高層參加，通過短期培訓，增加
對國家發展形勢的了解和認識，對日後採編工
作大有禆益。去年新聞聯積極招收新會員，現
已有會員近900人。

南京總會會員大會 張心瑜報告會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晨）香港南
京總會日前於銅鑼灣富豪酒店富豪金殿
舉行周年會員大會。會長張心瑜作會務
報告，回顧過去一年，該會舉辦豐富多
彩的會務活動。展望未來，她希望仝仁
一如既往繼續參與各項活動，為香港繁
榮穩定及家鄉建設作出新貢獻。
張心瑜表示，過去一年，該會參加、
舉行的活動超過 70多項。她號召大家團
結一心，秉承大會宗旨，繼續為香港繁
榮穩定作出貢獻。她說，為了我們下一
代，社會各界應齊齊發聲，堅決反對
「佔中」，並引導青少年遵守法律，熱
愛香港、熱愛國家。

韓陽光楊麟振楊奮彬等隨團
訪問團團員還有各地政協委員韓陽光、楊麟振、楊奮
彬、羅富昌、黃龍德、李宏、蕭雲昇、李秉湧、張留
興、吳榮堃、施榮鋒、尹國橋、王延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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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初、趙燦華、梁偉祥、楊益、梁永祥、梁達祥共同剪
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馳）仁興集團 60 周年誌慶暨仁興機
械（佛山）有限公司開業典禮，日前於佛山市高明區楊和鎮隆
重舉行。
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楊益、佛山市高明區委常委趙燦華、楊
和鎮委書記陳偉初等擔任主禮嘉賓。

梁偉祥梁永祥梁達祥等出席

香港壓鑄及鑄造業總會副會長、仁興集團董事長梁偉祥，仁
興集團董事梁永祥、梁達祥等出席。
梁偉祥對各界嘉賓蒞臨表示感謝。他說，仁興集團上世紀 50
年代於香港成立，致力研製注塑機。集團創辦人梁煙先後在深
圳和將軍澳興建廠房，擴大生產規模。60 年來，集團始終奉行
創辦人誠信為先、品質為本的經營哲學，產品均以品質優越而
深受歡迎。他表示，今次在佛山市高明區新建的廠區面積達
140,000 平方米，興建於 2010 年，致力配合多元化發展，進一
步擴大產能。他希望大家一如既往支持關心仁興，令公司發展
越來越好。

楊益趙燦華陳偉初到賀

副主席 7 人 常務理事 8 人
新聞聯新領導班子包括會長張國良，主席姜
在忠，執行主席劉偉忠，副主席共7人──葉啟
榮、顧堯坤、馮兆榮、郭一鳴、文灼非、潘紅
星和魏繼光。總幹事焦惠標，8 位常務理事──
馮瑛冰、楊金權、劉瀾昌、潘耀明、梁天偉、
許平、焦惠標、劉銳紹。

仁興 周年暨佛山公司開業

中小企大聯盟理事會成立就職

山、九華山，欣賞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感受當地的人傑
地靈，又到古城宏村、百歲宮、李鴻章故居、包公祠等
地參觀，並觀看精彩的現代歌舞節目《徽韻》，多方面
了解當地歷史文化、風土人情。

每年為優秀學生頒發獎學金等。

馬忠禮姚茂龍王國強李玲等出席
出席大會嘉賓還有江蘇旅港同鄉聯合
會會長馬忠禮、副會長姚茂龍，香港南
京總會名譽顧問王國強，中聯辦社團聯
絡部處長李玲等。
此外，大會更為新入會會員頒發會員
證書，並為 5 月及 6 月生日的會員舉辦
生日會，賓主盡歡。

楊益祝賀仁興機械（佛山）有限公司開業，指仁興是香港研製注塑業
企業之一，也是最早在內地投資建廠的企業之一，是內地、香港、乃至
東南亞該行業的佼佼者。經過 60 年穩步發展，已經成為質量領先、業務
穩健的企業。仁興善用兩地互補優勢，整合香港在現代服務業、人才方
面的優勢，加快企業發展，為內地經濟增長作出積極貢獻。
趙燦華讚揚仁興集團發展 60 年秉承「誠信為先、質量為本」鍥而不捨
奮鬥精神，幫助企業渡過難關，成為業界精英。他回顧 10 年前向梁氏三
兄弟推介高明的情況，稱仁興選擇高明設廠，是明智之舉。
陳偉初對仁興集團佛山廠區的開業表示祝賀，並希望仁興集團繼續推
進品牌建設、科技創新，帶動楊和發展。
港九塑膠製造商聯合會、香港創新科技及製造業聯合總會、香港壓鑄
及鑄造業總會、香港中小企經貿促進會、香港金屬製造業協會、香港塑
膠機械協會、楊和鎮總商會、楊和鎮金屬產業協會、跨境車主協會、深
圳市機械行業協會、廣東省機械工程學會、蘇州市壓鑄技術協會等眾多
商會、協會首長，逾200嘉賓出席慶典。

港文化周青島開幕 40港青展活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宇軒 青
島報道）主題為「讓藝術走進生
活」的青島世園會香港文化周活
動 26 日開幕。香港特區政府組織音
樂事務處管樂小組、香港青年協會
香港旋律、R&T、ToNick 、Carmen，Kewell 等藝術團體，即日起
至 7 月 1 日，在國際園舞台舉行 29
場演出，全方位展示香港對中西合
璧創新文化的追求和探索。

楊立門李思陽冀更多人了解香港
香港文化周舉辦期間，將會以管
弦樂表演、無伴奏合唱、流行樂表
演、踢踏舞表演等音樂歌舞形式， ■「讓藝術走進生活」開幕儀式上，賓主歡呼。
王宇軒 攝
展示香港獨特人文魅力。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楊立門表示，每次世界 來青島參加文化周活動的港方參演人員約 40 人，
園藝博覽會，都會舉辦「香港周」主題活動，以 平均年齡約 23 歲，希望展示港青富有活力的精神
區別於園藝，通過用活動人性化一面，在各地區 風貌。
文化周活動平均每天向遊客展示 3 場音樂、舞
園藝雲集舞台上，表現香港人文一面，讓更多人
蹈表演，節目包括英語、粵語、普通話等多語別
了解香港的活力朝氣。
香港青年協會音樂行政經理李思陽表示，是次 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