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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屬總會就職 梁亮勝蟬聯主席
梁振英張曉明趙陽林雄林武胡建中等主禮 曾智明任執行主席 楊釗膺榮譽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萬
寬）香港客屬總會慶祝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 65 周年暨第二屆會
董會就職典禮，22 日假會展中
心舉行。梁亮勝蟬聯主席，曾智
明榮膺執行主席，全國政協委員
楊釗任榮譽主席。行政長官梁振
英，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全國政
協港澳台僑外事委員會副主任趙
陽，廣東省委常委、統戰部長林
雄，中聯辦副主任林武，外交部
駐港副特派員胡建中等擔任主禮
嘉賓，為新一屆會董會成員頒發
選任證書。

■香港客屬總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5周年暨第二屆會董會就職典禮，賓主合影。

亮勝致辭時表示，該會成立 3 年來，團結鄉親，積極推
梁動粵港合作，發揚愛國愛港精神，帶領鄉親齊心協力支
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他表示，未來會更好地團結
客屬年輕一代和專業人士，加強總會首長的溝通，進一步增強
向心力，提升戰鬥力。

梁亮勝：
「佔中」損港經濟
他批評，反對派在外國勢力支持下，煽動學生非法「佔
中」，嚴重擾亂了秩序，破壞了法治，影響了經濟，損害了香
港形象，他們打着民主的幌子，企圖推翻特區政府，挑戰中
央。他指，客家鄉親對此非常憤怒，並積極參與「保普選反佔
中大聯盟」的一系列活動。他相信，有祖國的支持和香港基本
法的守護，一定可以迎來更加和諧、穩定和繁榮的香港。

曾智明：總會逾 5000 萬購會所
曾智明致辭時表示，該會仝人眾志成城，積極為社會作貢
獻。總會在各界熱心支持下，已經籌集 5,000 多萬元，準備建

曾慶威 攝

立永久會所，他代表會董會表示感謝。

林武望發揮聯繫鄉親作用
林武對客屬總會新一屆會董表示祝賀。他表示，客家人具有
刻苦耐勞、勤奮好學的優良傳統、奮發前進的精神，贏得了社
會各界廣泛讚譽和尊重。香港客屬總會成立以來，始終堅持愛
國愛港宗旨，團結服務鄉親，積極參與香港社會事務，特別是
在維護香港基本法、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反對「佔中」等
方面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成為愛國愛港力量的一面旗幟。他
希望總會在新一屆會董會帶領下，充分發揮聯繫團結客家鄉親
的重要平台作用，為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中國夢作出更大貢獻。

常務副主席吳惠權帶領祝酒
典禮上，在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吳惠權帶領下，全場賓主共
同舉杯，為祖國繁榮昌盛、香港和諧安定 、香港客屬總會的
壯大乾杯、再乾杯！

■梁振英(左)、張曉明(右)向梁亮勝表示祝賀。

曾慶威 攝

蔡冠深啟動香港韓國商會網

王志民等任華僑大學副董事長
裘援平冀改革創新優化師資

■蔡冠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韓國
商會創會會長蔡冠深近日主持香港韓國商
會 HKKBC 網站啟用慶典。他強調，中韓
自由貿易協定（FTA）不久前結束了實質
性談判，雙方決心在明年盡早簽署協定並
生效，這將為港韓經貿合作產生巨大推動
力。香港韓國商會將在兩國政府以及香港
特區政府的支持下，全力配合，為兩國繁
榮發展作出新貢獻。

中韓談自貿區取得突破

蔡冠深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指
出，中韓自貿區談判是中國迄今涉及貿易額
最大、綜合水平最高、涉及領域最廣、內容
最為豐富的自貿區。中韓FTA取得了中國
此前自貿協定中從來沒有過的突破，如首次
涉及以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模式開展
服務貿易和投資談判、首次在自貿區談判中
涉及電子商務和地方合作內容、首次設立金
融服務、電信服務單獨章節等。
他說，香港特區作為國際級的商貿以及
金融、航運中心，加上高端服務業方面的
優勢、處於東北亞與東南亞中心的地理位
置，必定可以在未來的中韓自貿區中發揮
出獨特的作用。蔡強調，中韓自貿區的談
判成果，令雙方貨物貿易自由化比例均超
過「稅目90%、貿易額85%」，這是了不
起的成就。而且，中國早已是韓國最大的貿易夥
伴，而韓國則是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自貿區的實
現，一定能令雙方的經貿合作達到前所未有的深度
和廣度，而香港一定可以從中受益。
蔡冠深表示，港韓經貿合作近年發展迅速，香港韓
國商會「Hong Kong – Korea Business Council」今
年1月在韓國商務部以及駐港總領館的全力支持下成
立，就是得中韓經貿大發展的風氣之先，匯聚了香港
及韓國在港許多企業精英，共同致力促進香港、內地
與韓國工商界的合作，尤其是為在港從事兩地經貿的
企業提供一個高端的交流合作渠道和平台。
他透露，香港韓國商會創立以來，已經在兩地舉
辦了多項活動，包括於 4 月派出代表團訪問韓國的
濟州、釜山及首爾，會見了政府官員和商界領袖，
開發了許多新的商業合作。在 8 月舉辦的香港美食
博覽上，有超過 100 個韓國的參展商展示了各種農
產品和食品，數量空前。這其中就有香港韓國商會
推動的成果。他期待新啟用的香港韓國商會網站成
為兩地工商界交流合作的橋樑。
當天啟用典禮在韓國駐港總領事趙鏞天官邸舉
行。

■董事長王剛為擔任華僑大學第七屆董
事會副董事長的姚志勝（左）頒發證
書。
本報特約通訊員張林 攝

■王剛（左二）、裘援平（右三）為獲聘為華僑大學第七屆董事會副董事長的中聯
辦副主任王志民（左一），福建省副省長李紅，國僑辦副主任任啟亮、泉州市委書
記黃少萍頒發證書。
黃瑤瑛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瑤瑛、通訊
員 張羅應 泉州報道）華僑大學第七屆董
事會 22 日在泉州成立。原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員、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王剛
任董事長，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何
厚鏵連任名譽董事長，中聯辦副主任王
志民，全國政協常委林樹哲、洪祖杭，
全國僑聯常委、統促會香港總會執行會

長姚志勝等擔任副董事長。

林樹哲洪祖杭姚志勝等上榜
華僑大學第七屆董事會由海內外 114
名成員組成，成員來自內地、菲律賓、
印尼、加拿大、泰國、新加坡、馬來西
亞、日本、澳洲、西班牙、美國等地。
王剛在接受聘書後表示，希望華僑大

學緊緊抓住機遇，勇於開拓創新，立足
於服務國家現代化建設、服務僑務事業
發展、傳播中華優秀文化，進一步辦出
特色和水平，努力爭當一流大學，培養
一流人才，創造一流成果，切實把華僑
大學建設成為在海內外有重要影響的綜
合性大學，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作出更大貢獻。

國務院僑辦主任裘援平致辭時表示，
相信在新一屆董事會支持指導下，華僑
大學一定會緊扣國家和地方經濟社會發
展需要，緊扣國家僑務事業發展需要，
堅持科研強校，深化教育改革，推進協
同創新，優化師資隊伍，全面提升人才
培養質量，努力把學校建設成基礎雄
厚、特色鮮明、海內外著名的華僑高等
學府。
華僑大學校長賈益民表示，在新的歷
史時期，華僑大學將全面提高學校整體
辦學水平和綜合實力，爭取早日實現
「基礎雄厚、特色鮮明、海內外著名的
高水平大學」的建設目標。
華僑大學是改革開放後內地最早實行
董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大學之
一。該校董事會成立於 1980 年，莊希
泉、胡平、賈慶林、陳明義等先後擔任
過董事長。據不完全統計，華僑大學董
事會成立近 35 年來，廣大董事廣泛聯絡
海內外華僑華人，累計為學校籌款近 5
億元人民幣，其中建設僑捐工程 79 項，
設立各類獎教、獎學、助學、助研基金
等近100個。

浙政協副主席晤包言正一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薇、高施倩 杭州報道）浙
江省政協副主席、浙江省委統戰部部長孫文友，浙江
省政協副主席、民建浙江省委會主委陳小平，浙江省
委統戰部副部長湯為平等日前在杭州分別會見香港包
達三基金會主席包言正一行。會見時，包言正回顧了
祖父包達三的主要生平和在浙江的活動情況，並向浙
江省委統戰部贈送了《我的中國心—民建先驅包達
三》一書。

民建元老包達三嫡孫
包言正是著名愛國實業家、民建浙江省委會第一任
主委、浙江省政府原副省長包達三的嫡孫。當日同行
的還有包言正夫人宋之瑩、包達三曾孫包鴻勳、香港
包達三基金會執行主席白夢等。
今年8月，包言正一行曾來杭州向民建浙江省委會贈
送《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員會成立就職典禮合影（1951

年 2 月 15 日）》這一珍貴歷史照片。包言正說，
今年是其祖父包達三誕辰 130 周年，明年將在浙
江舉辦系列活動，包括在寧波幫博物館舉辦包達
三先生生平展，並將拍攝包達三的影片。此前，
鳳凰衛視在 9 月 27 日播出了《我的中國心—民建
先驅包達三》作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65 周年
國慶特別節目。該節目播出後，海內外工商界華
人反響強烈。
包達三，浙江鎮海人，民建浙江省地方組織的
■浙江省政協副主席、浙江省委統戰部部長孫文友(中)，副部
主要創建人。結識了周恩來後，包達三所居住的
長湯為平（右一）與香港包達三基金會主席包言正（左
大通別墅 11 號成為了共產黨的一個秘密聯絡
二），宋之瑩（左一）及包鴻勳（右二）合影。
點。周恩來曾稱讚包達三說：「包達三跟隨孫中
山 先 生 參 加 過 辛 亥 革 命 ， 對 我 們 共 產 黨 是 有 感 情 立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員會，指定包達三主持籌組工
的。」新中國成立後，包達三歷任中央人民政府財政 作。1955 年，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包達
經濟委員會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和浙江省人民 三擔任主任委員。1957 年 4 月 6 日，包達三因病逝世，
政府副主席、副省長等職。1954 年，民建中央決定建 享年74歲。

廠商會選出副會長及常董

■廠商會新選出的第四十屆9位副會長與候任會長李秀恒（左五）、現任會長施榮懷（右六）合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早前選
出第四十屆 100 名會董，李秀恒擔任新一屆會長。副會長
及常務會董選舉11月21日舉行，選出陳淑玲、吳永嘉、徐
炳光、楊志雄、徐晉暉、吳清煥、吳宏斌、史立德及戴澤
良9名副會長。
廠商會第四十屆會董會任期 3 年，由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該會將於明年 1 月 8 日舉行第四十屆會
董會就職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