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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釗蟬聯中總會長

■香港中華總商會選出新一
屆會長，
屆會長
，楊釗會長
楊釗會長（
（左八
左八）
）
及多位副會長於當選後與眾
首長合影。
首長合影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中華總商會昨日於會所順利選出第四十九屆正副會長，
由全國政協委員、旭日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楊釗蟬聯新一屆會長。8 位副會長包括連任的袁
武、李德麟、莊學山、林樹哲、盧文端及曾智明，以及新當選之王國強及馬忠禮。
2012 年 10 月首次獲選為
據介紹，連任會長的楊釗於
中總會長。他於 1995 年加入中總，曾擔任常務會

董及副會長等職務，並對會務十分熟悉。他是現任全國
政協委員，獲香港特區政府頒發銀紫荊星章。楊釗轄下
之旭日集團業務包括成衣、地產及金融投資等，遍及內
地、港澳、東南亞、美國、加拿大、澳洲及新西蘭等全
球各地。

陳幼南卸任副會長任榮譽會長
8 位副會長俱為本港政商界知名人士，袁武為招商局
集團有限公司顧問，李德麟為全國政協委員、大唐金
融集團有限公司副主席兼行政總裁，莊學山為中南鐘
錶有限公司主席，林樹哲為全國政協常委、南益織造
有限公司董事長，盧文端為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

任、榮利集團(國際)有限公司主席，曾智明為全國政協
委員、金利來集團有限公司副主席兼行政總裁，王國
強為全國政協文史及學習委員會副主任、金城營造集
團主席及行政總裁，馬忠禮為江蘇省政協常委、大慶
石油有限公司總經理。而該會現任副會長陳幼南不再
參加新一屆首長選舉，退任後將成為榮譽會長，繼續
為商會服務。

下月 20 日會展就職典禮
新一屆會董就職典禮定於 11 月 20 日（星期四）假香
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該會已邀請中央部委領導、特區
政府官員、中聯辦領導等蒞臨主禮。

旅港海南同鄉會會長訪本報

澳博贊助德利車隊下月參賽

10 月 16 日，旅港海南同鄉會會長林青（左二）、副會長林菲（右二）一行到
訪香港文匯報，獲本報社長王樹成（左三）、副總經理姜增和（左一）等熱情
接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施虹羽 澳門
報道）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澳
博）繼去年贊助德利賽車隊在澳門
格蘭披治三級方程式大賽奪得冠軍
後，今年再冠名贊助「澳博德利賽
車隊」，參加下月第六十一屆澳門
格蘭披治大賽車。
■澳博德利賽車。
澳博德利賽車隊今年擴大車隊至3
部賽車參賽，為25年來最強大陣容。 而德 強大的陣容參賽。德利與澳博一樣，同是
利賽車隊自闊別濠江21年後，再度重返澳 植根於澳門，並傳承輝煌的成就。」
小葉德利表示：「我們很高興與澳博
門參加澳門大賽車鑽禧慶典。今年車隊3名
車 手 分 別 是 法 國 的 奧 康 （Esteban 聯手重返澳門。繼去年在澳門大賽車中
Ocon）、意大利的傅奧（Antonio Fuoco） 取得勝利，我們今年將增至 3 部賽車參
賽。父親旗下有多位車手先後榮膺世界
及加拿大的拉提菲（Nicholas Latifi）。
澳博董事局主席蘇樹輝說：「澳博很榮 一級方程式錦標賽冠軍，希望我們的車
幸和高興再度與德利賽車隊合作，組成更 隊也能延續此佳績。」

■蓬瀛仙館共獻關懷、智樂同行之耆「腦」智健
康社區教育推廣活動，賓主及眾長者共同主持開
幕禮。
邵萬寬 攝

蓬瀛仙館推廣耆 腦 智健康

袁武李德麟莊學山林樹哲盧文端曾智明王國強馬忠禮任副會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萬寬）蓬
瀛仙館 85 周年館慶活動「共獻關懷、
智樂同行之耆『腦』智健康」社區教
育推廣活動，上周六（10月11日）假
大埔孔教學院何郭佩珍中學禮堂舉
行，特邀逾 400 名長者歡聚一堂，以
專題講座、主題話劇表演、教授「醒
智健康操」、智力攤位遊戲、派發
「長者記憶錦囊」小冊子等，多元化
活動，讓長者更多了解「認知障礙
症」，希望做到「及早認知、及早發
現、及早介入」。

高德輝許少鳳等主禮

蓬瀛仙館安老服務部主任高德輝、
副主任許少鳳聯同主禮嘉賓該館義務
醫事顧問盧冠文、大埔醫院內科及老
人科副顧問醫生黃子榮等一同主持開
幕式。
高德輝致辭時表示，活動由蓬瀛仙
館大埔老人服務中心、雅麗氏何妙齡
那打素慈善基金會、 雅麗氏何妙齡那
打素醫院及大埔醫院護勵社合辦，以
「醫、社、校」合作模式，將「及早
認知、及早發現、及早介入」的訊息
推廣至社區，以專題講座、主題話劇
表演、教授「醒智健康操」、智力攤
位遊戲、派發「長者記憶錦囊」小冊
子等多元化活動，教育長者及護老者
對「認知障礙症」的認知。
蓬瀛仙館致力發展「認知障礙症」
早期防治服務，高錕慈善基金作為計
劃支持機構，明年將在大埔及北區舉
辦 4 項社區推廣活動，包括：「互動
劇場」巡迴推廣、 新編粵劇——護老者心聲之
「耆腦同行家庭樂」、 醫社校協作「微電影創
作比賽」、 關注認知障礙症「共獻關懷．智樂同
行」嘉年華暨「微電影創作比賽」頒獎禮。 以年
輕人、照顧長者的人士及區內長者為對象，提高
他們對「認知障礙症」的認知，教導年輕人及護
老者關心身邊的長者，從而加強長者在家庭及鄰
舍互助及支援。
當天，黃子榮為長者講解認知障礙症的基本特
徵、預防方法和處理方法等，讓長者能學以致用
及盡早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他鼓勵長者們日常
生活中多動腦筋及多作思考，不讓腦袋躲懶，做
個「醒目」長者。

﹁
﹂

全球客家鄉親
寧化石壁祭祖

青少年發展企聯周年晚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解玲）由工商界翹楚成立的
「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10 月 13 日假中環美心皇宮舉
行一周年專題演講晚宴。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主
禮，他冀更多推廣民、官、商協作，以生命影響生命，
有心人續透過個人網絡和資源促進青年人向上流動，減
少跨代貧窮，將培育青年人發展的正面訊息傳遞開去。
該聯盟主席羅嘉穗，名譽主席鄭慕智、蔡元雲，執行副
主席陳龔偉瑩等逾200名賓主出席。

■海內外客屬鄉親面對懷祖殿裡的客家始祖神壇
行禮，共同緬懷先人恩德。
蘇榕蓉 攝
■青少年發
展企業聯盟
周年晚宴，
企業聯盟高
層與受邀嘉
賓合影留
念。
解玲 攝

梁錦松講「無限潛能新世代」
鑒於早前邀人力資源專家黎天姿主講交流會獲成功，
該聯盟周年晚宴邀得南豐集團行政總裁梁錦松主講「聽
松一席言──無限潛能新世代」。聯盟成員及工商、教
育各界翹楚紛到賀。
陳龔偉瑩致歡迎辭，回顧聯盟今年暑期開展「Y-WE
我才有用」青少年工作體驗計劃，旨在透過培訓促進清
貧青少年認識自我、發掘個人潛能，攜手企業提供職
位，為受訓人士就業熱身。近 30 位青少年於兩個多月
內完成，並成功進入企業完成「工作體驗」環節，不少
企業反饋「件件正」。聯盟希望「有朝一日，參與計劃
的企業與青年人可以百花齊放、開花結果。只要有機會
給青年人，就不愁企業沒有接班人，也不愁青年人無法
發掘個人潛能。」這亦是聯盟回應社會需求，培養青少

年向上流動的能力，鞏固本港繁榮的根基與持續發展的
動力。

張建宗讚扶助基層青年拓視野
主禮嘉賓張建宗回憶，去年 8 月有幸主持聯盟開幕
禮，讚聯盟積極扶助兒童成長，增強基層青少年對不同
行業的認識，擴闊視野、提高自信，為協助基層青年發

展打下重要基礎。
當晚邀得奧斯卡金像獎紀錄片導演楊紫燁分享其新戲
《爭氣》的拍攝點滴。該聯盟將於11月8日在九龍站圓
方The Grand戲院舉辦《爭氣》電影慈善放映會。聯盟
還出版了《贏在終點線──脫貧路上的企業人與青年
人》一書，並舉辦系列試驗計劃，為青少年「工作體驗
計劃」奠基，組織專家演講及會員交流等。

星火基金赴京出席國慶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中國星火基金會代表團
日前赴京出席 65 周年國慶活動，包括該會主席羅叔
清、副主席陳博智，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楊小嬋等
一行 20 多人。代表團在京期間出席了國慶活動，並拜
訪國務院港澳辦，與邱建華司長座談交流。邱建華對星
火基金過去的慈善工作給予肯定及勉勵。此外代表團並
前往河北考察星火基金在石家莊贊皇縣的數個扶貧項
目。

拜訪港澳辦 邱建華接待
代表團剛抵北京，大家即感受到節日的京城喜氣洋洋，
天安門廣場燈飾煥然一新。在京期間，代表團應邀出席了
全國政協、中央統戰部、國務院港澳辦、僑辦及台辦聯合
舉辦的國慶晚宴，與數千名海內外朋友歡聚一堂共賀國慶。

饒穎奇：促進兩岸交流

■星火基金代表團成員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合影
星火基金代表團成員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合影。
。

石家莊贊皇縣考察扶貧
此行，訪京團趕赴河北省石家莊贊皇縣，視察了由該
會永遠名譽會長鄧耀邦捐建的扶貧項目「贊皇縣第一中
學運動場跑道和九龍關村的出村公路」。另外，還考察
了兩個新的扶貧項目「贊皇中醫院急診樓以及九龍關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蓉、蘇榕蓉 三明報
道）10 月 15 日，第二十屆世界客屬石壁祖地祭祖
大典在全球客家總祖地——福建省三明市寧化縣
舉行。香港寧化客家祖地聯誼會、馬來西亞居鑾
客家公會、加拿大多倫多客屬聯誼會等 60 餘個海
內外客屬社團的1,400餘人參加祭祖。
當日客家後裔身披寓意「天下客裔一家親」的
黃馬褂，穿過悠長客家之路，緩緩前行到石壁客
家公祠裡。在數聲雄渾鼓響後，祭祖大典依照古
禮進行。升祭旗、獻花籃、行上香禮、行奠帛
禮、行奠酒禮、恭頌祭文、誦讀祖訓、祈福發
彩、樂舞告祭……海內外客屬鄉親面對客家始祖
神壇行禮，緬懷先人恩德。
祭文頌讀完畢後，一把把意含「發財、發彩」
的五色彩米拋向參加祭祖的客家後裔們，鄉親爭
相搶米，將祭祖大典推向高潮。祭祖儀式後，客
家後裔觀看了船燈舞、牌子鑼鼓等富有客家特色
的文藝表演。

醫療站」的建設工程。代表團此行更遊覽古北水鎮、司
馬台長城、避暑山莊等名勝。
代表團成員還包括該會永遠名譽會長范家輝，義務法
律顧問周淑珊，名譽顧問丘瑞真、趙崇坤，副主席陳錦
梅，義務工程顧問彭振聲，理事莊雅芬，副主任蔡楚芬
及呂金房等。

中國國民黨中評會主席團主席、中華海峽兩岸
客家文經交流協會理事長饒穎奇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訪問時感慨稱，客家人優秀的傳統是不能忘
本，希望兩岸客家人要有「同祖同源同發展」的
共識，此次祭祖將推動全球客家事業的發展，將
積極促進海峽兩岸交流合作。
香港寧化客家祖地聯誼會秘書長張初考告訴記
者，他祖籍是福建寧化縣石壁村，已參加過十餘
屆祭祖大典，願客家精神不斷發揚光大，代代相
傳。
寧化是舉世聞名的客家祖地。1995 年起，該縣
已成功舉辦了 19 屆世界客屬石壁祖地祭祖大典。
去年 6 月，中央台辦、國台辦正式確定寧化石壁
為海峽兩岸交流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