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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協會慶回歸會董就職
林鄭月娥曾鈺成吳仰偉葉國謙周可喬葉永成主禮 李應生蟬聯主席

■香港中西區各界協會新一屆會董會成員與主禮嘉賓及各貴賓於典禮上合照
香港中西區各界協會新一屆會董會成員與主禮嘉賓及各貴賓於典禮上合照。
。

會董會架構

■李應生(右)、李俊文(左)代表該會致送捐助內地希
望工程善款，由吳仰偉(中)代表接受。

■曾鈺成主席頒發聘任證書予周可喬
曾鈺成主席頒發聘任證書予周可喬。
。

■林鄭月娥司長頒發選任證書予李應生會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中西區各界
協會日前假金鐘名都酒樓，隆重舉行慶祝香港特
別行政區成立 17 周年暨該會成立 20 周年及第十
一屆會董會就職典禮，邀得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部長
吳仰偉、立法會議員葉國謙、中西區民政事務專

■葉國謙議員頒發名譽會長選任證書
葉國謙議員頒發名譽會長選任證書。
。

■ 林鄭月娥
司長致辭。
司長致辭
。

■周可喬專員頒發副會長選任證書
周可喬專員頒發副會長選任證書。
。

■葉永成區議會
主席致辭。
主席致辭
。

■葉永成主席頒發各部門主任選任證書
葉永成主席頒發各部門主任選任證書。
。

■李應生會長致辭
李應生會長致辭。
。

員周可喬，以及中西區區議會主席葉永成擔任主
禮嘉賓。李應生眾望所歸，蟬聯新一屆主席，他
表示該會將一如既往團結香港各界人士，攜手同
心，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香港社會繁榮穩
定作出新貢獻。
20 周年，在歷屆會
李應生致辭時表示，該會創立至今
長、會董及仝仁共同努力下茁壯成長。香港回歸祖國

17 年來，經歷「沙士」襲港、金融海嘯等危機，但均得到
祖國作為強大後盾鼎力支持，港人團結一心，令經濟得以
迅速復甦。香港繁榮勢頭來之不易，港人應好好珍惜，不
能輕易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士搗亂和破壞。

會務多元化 促社會和諧
李應生指出，該會由一班熱愛祖國、熱愛香港、熱心社
區事務的中西區社會賢達創立，20 年來堅守創會宗旨，以
維護「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為前提，努力團結各界人
士，為祖國、為香港繁榮獻出力量。
地區工作方面，該會非常關心社會事務，不時收集民
意，積極向政府反映地區意見，發揮協會作為橋樑的功
能，締造和諧共融的香港。該會會務循多元化發展，包括
舉辦慈善公益活動、賑災籌款活動、文化交流探訪活動、
文娛康樂活動、國民教育活動、獎學金鼓勵計劃等。該會
每年舉辦國慶以及慶回歸活動，以及捐助內地希望工程項
目，促進社會和諧、熱心祖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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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場政改研討會撐依法普選
對於香港政改問題，過去數個月，該會舉辦 3 場政改研
討會，充分討論政改方案以及表達各界意見，完全支持
2017 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按基本法，由提名委員會提名，
然後由全港市民普選產生，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佔中」違法 強烈反對
近期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士發起「佔中」行動，該會作
為中西區一份子，對於這種違法以及破壞社會安寧、破壞
香港經濟的行為，絕對強烈反對。該會希望向社會大眾及
特區政府表達以下 3 個意願：第一、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第二、堅決捍衛香港法治精神；第三、強烈反對
「佔中」違法行動。
展望未來會務發展，李應生希望新一屆會董繼續得到各
位會友及各界友好鼎力支持，為更多廣大市民服務。他深
信，在地區首長帶領及社會賢達共同努力下，香港定能成
為熱愛祖國的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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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周可喬主持會董宣誓儀式
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周可喬主持會董宣誓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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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永恩常務副會長致謝辭
吳永恩常務副會長致謝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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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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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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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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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劉淑儀李慧琼梁敬國李開剛等出席
出席慶典晚宴的嘉賓還有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李慧
琼，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梁敬國，中聯辦港島工作部
副巡視員李開剛，以及政界、商界翹楚、知名人士等，賓
主濟濟一堂，同申慶賀，喜慶滿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