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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經貿促進會理事就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沈清麗、邵萬寬）
香港中小企經貿促進會日前假帝京酒店舉行
慶祝成立11周年會慶暨第六屆理事會就職
典禮，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梁敬國，中
聯辦經濟部副部長金萍、社會工作部副部長
鍾榮熾蒞臨主禮。典禮上，鍾榮熾主持監
誓，會長張川煌率全體理事宣誓就職。大會
筵開30多席，本港政商翹楚、中小企業代
表和該會會員近400人共同見證，舉杯同
賀，場面熱烈。
今屆大會主題為「精英薈萃中小企 眾志

成城香港夢」，張川煌指，藉此主題，希望
能有「一個欣欣向榮發達的東方之珠」、
「一個和諧有商有量的社會」、「一個讓老
百姓安居樂業的樂土」、「一個長治久安的
香港」。

張川煌三度蟬聯會長
他又說，香港回歸17年，在中央政府關
懷和支持下，在特區政府及全港市民共同努

力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各行各業欣欣向
榮，市民安居樂業。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
界，「一國兩制」是香港的核心競爭優勢，
該會將堅定不移支持「一國兩制」、支持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為壯大愛國愛港力量作出
貢獻。
張川煌第三度蟬聯會長，他指，該會成立

至今，理事會成員群策群力上下一心，獲會
員鼎力支持，會務不斷發展，會員倍數增
加。該會亦得到兩地政府的關愛重視，以及
各大商會首長和社會賢達的關懷指導，並與
國內外商會建立緊密合作關係。該會組織並
參與政府和友會活動，舉行商務考察、專題
講座、研討會等活動。今年6月成立的「香
港中小型企業大聯盟」，張也是該會創會副
主席。
展望未來，張川煌表示，今後將不斷探索

全力以赴，繼續推動會務發展，為中小企業
界作出貢獻。新一屆理事會任重道遠，相信
在會員團結一致共同努力下，會務必定百尺

竿頭更進一步。

梁君彥田北辰王婉蓉陳伯中等出席
典禮嘉賓眾多，包括立法會議員梁君彥、

田北辰，工業貿易署助理署長王婉蓉，該會
名譽會長陳伯中、梁天富、孫國華，榮譽會

長黃熾雄、鄧觀瑤等。
香港中小企經貿促進會第六届理事會成員

包括會長張川煌，常務副會長劉鵬、張業
泉、劉瑞英、蔡子芳、謝國夫、勞偉文、陳
勁、林偉生、林有祥、張瑩，副會長黎兆
深、梁裕添、譚志遠、汪恩光、林菁菁、黎

達波、郭俊平、吳國安、孫暉銓、劉彥翎、
徐偉強、馮志明、黃夏萍、鄧曉蔚、温昭
文、李振南、黎建廷、劉勝發、鄧毅明、吳
海強，秘書長馬輝棠，理事楊孟霖、梁佩
霖、梁志健，理事兼副秘書長楊江山，發展
部部長鄭俊豪，青企部部長陳基成。

■中小企經貿促進會第六屆理事會就職典禮上賓主合影。 邵萬寬攝
■金萍（右）向張川煌（左）頒發
委任狀。 邵萬寬攝

百仁基金率尖子考察韶關港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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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中
國香港（地區）商會聯合香港科技大學、香港
中文大學共同主辦的香港大學生上海暑期實習
團日前落下帷幕，52名港生在完成了連續6周
的實習後已返港。香港特區政府駐滬經貿辦副
主任方兆偉在日前舉行的歡送宴上表示，希望
是次實習不但可以令港生豐富見識，返港後還
能與同學、老師、家人、朋友分享，讓更多香
港同胞了解內地發展。
今年香港大學生上海暑期實習團的主題為

「放飛青春成就未來」，並得到了上海海外聯
誼會、香港特區政府駐滬經貿辦、上海市青年
聯合會的支持，上海大學和上海大學MBA教育
中心共同協辦。港生除了在東亞銀行、DTZ戴
德梁行、上海微創醫療器械集團等在滬知名企
業實習，主辦方亦安排他們與內地同學結對、
與CEO導師對話、與當地大學交流，以及長三
角地區考察等活動。
歡送宴當晚，多才多藝的港生在舞台上盡情

施展他們的才華和熱情，並且親手製作了別具
匠心的紀念品送給各個機構，氣氛溫馨感人。
同學們還紛紛表示上海之行獲益良多，不但結
識到很多新朋友，亦對祖國的發展有了更深入
直觀的了解。

張偉恩勉續滬港情誼
香港商會會長張偉恩鼓勵港生，珍惜實踐中

領略到的優秀企業運作理念，為將來投身社會打好基
礎，同時亦能繼續這一份滬港情誼。上海市委統戰部副
巡視員、上海海外聯誼會總幹事王建敏則指出，祖國發
展日新月異，滬港兩地的合作交流亦將愈發頻密，他並
鼓勵港生要以開放的心態，多聽、多想、多體驗、多交
流。香港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副處長李詠琴、香港中文
大學學生事務處處長梁汝照，還分別勉勵同學們要珍惜
寶貴的實習經歷，為今後踏上職場作好準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子京）
百仁基金旗下的
「百仁之友」計
劃於這個暑假推
出多項行業探索
活動。其中，百
仁基金會副主席
顏志永本月中旬
親自帶領一班傑
出的中學生，參
觀其在韶關的美
昌集團玩具廠，實地考察本港企業家在大中華的發展，讓
他們了解港企在內地發展的優勢，參加的港生更獲安排與
內地尖子生進行交流。

顏志永倡青年把握大中華優勢
「百仁之友」計劃，旨在通過一系列多元化的專業培

訓，擴闊優秀中學生的視野、提升其競爭力、培育他們
成為未來領袖。顏志永說：「在世界經濟一體化前提
下，香港年輕人應把握香港面向大中華的優勢，把握機
遇，開拓國際視野。」他表示，百仁基金會透過其會員
在商界的龐大網絡，為青少年提供難得的學習機會，包
括去內地交流、到各大企業參觀，及接受專業的培訓課
程等，以發揮他們的潛能。
參加是次活動的為中四、中五級的優秀學生。他們在

兩日行程中表現雀躍，紛紛表示，是次活動內容充實，
令他們對港商在內地設廠的機遇及挑戰有更深入認識。
美昌集團已有50年歷史，聘用逾萬名員工，現向全球

超過112個國家和地區輸出貨品。該集團更獲國家獨家
授權生產玉兔號登月車及嫦娥三號模型，國家主席習近
平更邀請該廠生產20多件玉兔號月球車模型，代表中國
送給各國。
百仁基金於2008年由恒基兆業地產集團副主席李家傑創

辦，為非牟利的慈善機構。基金匯集了香港一群熱心公益
的年輕企業家，致力培育下一代精英，成為社會棟樑。基
金旗下的「百仁之友」計劃旨在培育本港的傑出青少年。

■顏志永(左一)帶領本港中學生到韶關
參觀美昌集團玩具廠。

■晚宴上，嘉賓向全場來賓祝酒。 章蘿蘭攝

商界會計師協會成立
殷曉靜陳家強陳茂波等主禮 馮英偉膺會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熙）香

港商界會計師協

會日前假香港銀

行家會所舉行成

立酒會，中聯辦

副主任殷曉靜，

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局長陳家強，

發展局局長陳茂

波等出席主禮。

馮英偉榮膺創會

會 長 ， 賓 主 逾

300 人 共 同 見

證，場面隆重。

馮英偉日前致辭時表示，隨着內地經濟的快速發
展，香港作為內地對外的金融和經濟貿易橋

樑，與內地的貿易聯繫日趨緊密。香港會計行業正好
把握了內地經濟騰飛的機遇，得以蓬勃發展。目前人
才濟濟的會計界中，超過八成任職於商業或公營機
構，但至今尚未有任何本地團體凝聚他們的力量。有
見及此，一眾任職於商界及公營機構的熱心會計師於
今年6月初在香港正式註冊成立該會。

馮英偉：搭橋樑助拓內地市場
他續介紹，協會成立至今僅短短兩個月時間，獲得

業界支持，已有會員逾130名，所屬機構涵蓋不同行
業，包括港資、中資、外資及公營機構。該會有4點
宗旨，其中尤為重要的是搭建溝通橋樑，促進香港和
內地商界會計師及企業管理層的交流，讓雙方互相學

習，增進了解，開拓視野。該會亦會積極和內地企業
合作舉辦商界活動，宣傳和推廣香港商界會計師協
會，其中包括定期拜訪內地相關的政府職能部門，了
解最新的國家財政發展方向，協助所服務的企業發展
內地市場。
展望未來，馮英偉表示，該會全體理事將群策群

力，團聚和凝聚更多業界力量，為會員開拓更廣闊的
業務和事業發展空間，推動業界發展更上一層樓。

陳家強盼獻策拓香港商機
陳家強日前表示，會計行業在各個領域均發揮重要

影響力，該會的成立是本地商界會計師專業發展的新
里程。他希望該會在發展會務時，不僅是為會計師發
聲，也為香港商業的發展出謀獻策，並鼓勵該會為內
地和香港行業交流牽線搭橋。

李偉強冀各界續力挺發展
該會常務副會長李偉強日前總結稱，協會的成立有

賴各界和會員對該會理念的大力支持，代表該會全體
理事致以感謝。他又期望各界能繼續大力支持該會的
發展，在專業發展和人才交流各方面，給予指導和建
議。
典禮上，主禮嘉賓分別向該會榮譽顧問、理事會成

員頒發委任證書。出席典禮者尚包括，庫務署署長蕭
文達，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香港會計師公會會長
陳錦榮，香港總商會主席彭耀佳，香港工商總會首席
會長廖榕就，霍英東集團行政總裁霍震寰等。該會首
屆理事會成員包括，創會會長馮英偉，常務副會長李
偉強，副會長陳國威、馮星航、李繼昌、關景南、李
濤、羅志聰、羅卓堅、李繩宗、張學欣等。

■前排左三起：馮英偉、陳家強、殷曉靜、李偉強等主持香港商界會計師協會成立典禮酒會。 曾慶威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解玲）由廣東
省婦女兒童基金會、香港女童軍總
會、廣東省婦聯港區特邀代表連續8年
聯合舉辦的「溫暖行動─勵志人生夏
令營2014」活動本月14日至18日在港
舉行，來自廣東省江門、清遠的共30
名品學兼優的孤貧兒童受邀參加。主
辦方18日假火炭稻香訓練酒樓舉辦
「溫暖行動—給孩子一個充滿愛的
家」聯誼，與香港女童軍總會、粵省
婦聯港區特邀代表，以及廣州市婦聯
特邀代表等近80人歡聚一堂，受助兒
童紛紛上台表達感恩之情，場面溫馨
感人。
當晚，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廖勛、
婦女處處長宋瑋和張淑卿，廣東省婦
女兒童基金會秘書長胡碧蓮，廣東省
婦聯港區榮譽執委傅金珠，香港女童
軍總幹事周曹麗智等與婦聯姐妹們共
同出席活動。

陳耘籲社會救助散居孤兒
全國婦聯特邀代表、廣東省婦聯港區
代表召集人陳耘在聯歡會上致辭指，
「溫暖行動」自2007年啟動，倡議
「救助一名孤兒，改寫一個人生」，籲

社會伸出援手救助散居孤兒，籌集善
款，幫助散居孤兒擺脫困境。
陳耘強調，活動得到社會廣泛關
注、支持，特別是香港各界人士慷慨
解囊，踴躍捐款，彰顯出港人愛國、
愛港、愛鄉的情懷，以及為善不甘後
人的心志。「孩子們從活動中得到了
物質和精神的撫慰，更感受到了社會
的溫暖、人文的關懷，粵港兩地情濃

於水，為孤兒撐起了一片愛的天
空。」

廖勛讚港特邀代表敢擔當
廖勛更有感而發，盛讚特邀代表們

敢於擔當、勇挑重擔，希望同學們學
習他們富有愛心、貢獻社會的精神，
懂得以感恩之心不斷學習、不斷實
踐，未來回饋社會。「社會是關愛每
一個人的，希望同學們通過活動不斷
體驗，學會感恩，知識與能力同樣重
要。」

胡碧蓮冀學女童軍精神
胡碧蓮相信，5天的夏令營之旅令同
學們的見聞和感悟豐富而深刻，冀大
家學習香港女童軍精神，不辜負社會
各界愛心組織和人士的深情厚意和期
望，知恩圖報，刻苦學習，在人生路
上勇敢向前，塑造積極向上的美好人
生。
出席人士還有彭徐美雲、李蓮、黃
戊娣、蔡杏時、梁寶珠、劉玉珍、關
何少芳，李秋蘭、李桂珍、歐陽寶
珍、陳雷素心、周雯玲、鍾艷玲、蘇
麗珍和林張麗瓊等。
當日，夏令營同學獲香港稻香集團支

持和安排，參觀了極具飲食文化專業性
和經典意義的稻香飲食文化博物館，並
享用可口晚宴。席間，同學與嘉賓及女
童軍代表互動熱烈，一起遊戲、即興表
演歌舞，共度愉快夜晚。夏令營活動尚
包括參觀港島太平山、金紫荊廣場、會
展中心、星光大道，遊覽海洋公園，與
香港女童軍交流表演等。

溫暖勵志夏令營接待粵孤兒

■參加夏令營的粵童遊覽海洋公園。

■30粵童參加勵志人生夏令營，同學們與婦聯姐妹們、來賓在聯歡會上共同合影
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