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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國台辦）副主任龔清概
■
（前左六）、基金會創辦人白瑪奧色法王（前右
六）、基金會主席陳晴 JP
（前左五）、國台辦局長楊
流昌（前右五）、副局長馬國樑（前左四）等國台辦
官員與國情班一行合影。

由世貿聯合基金
總會發起主辦，香
港中聯辦教科部聯
絡支持，國家行政
學院具體承辦的
「兩岸三地資訊科
技界青年精英國情
班」，於 11 月 2 日
至 11 月 8 日，在國
家行政學院進行了
為期一周的學習。

培訓中心副主任姜偉（前左
■
七）、基金會北京辦事處主任張吉
星（前左六）、常務副監事長葉毅
生博士（前右六）、副主席葉毅邦
博士（前右二）、陳露博士（前右
一）、常務副秘書長張鑫麒（前左
五）、邵偉賢（前左四）和北京辦
事處副主任陽蕾（前右四）等在畢
業典禮合影

白瑪奧色法王（右五）與陳晴
■
（左四）在苗部長等見證下接受原
副總理鄒家華（右四）為「中國夢
．香江情」 2015
春節聯歡晚會活動
題詞「為實現中國夢而奮鬥」墨寶
贈送予世貿基金會。

法治彰則國昌盛、港繁榮、家太平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國情班圓滿舉辦

該國情班共有來自香港資訊科技界青
年精英22人，其中，既有香港資深

的金融、能源領域的元老級管理者，又
有高科技含量深厚的電子網路安全界的
權威；既有人脈關係雄厚的培訓和獵頭
機構，又有影響廣泛的地區議員和媒體
達人；既有資深的原政府官員，又有年
輕的後備精英。
學員們多為世貿聯合基金總會的成
員，培訓課程涵蓋國家政治體制與政府
架構、經濟形勢、科技資訊、國防安
全、國際形勢與外交政策、基本法等課
程。培訓既有在學院內高端的講座，又
有走出學院高層次拜訪座談、交流與實
踐。
通過走進國務院港澳辦、國務院台
辦、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拜訪與座談，
和與中國法學會、中國國際投資促進會
面對面的交流與溝通，來自香港資訊科
技商業界的領袖和精英們增強了對國家
國防、外交、社會、經濟、歷史、文化
等的了解和認識，特別是對中國法制建

設有了切身的感受和領悟。
中國十分重視法制建設，自 1949 年便
成立了中國法學會。國家在立法、執法
方面逐漸完善成熟，更是對社會弱勢群
體通過像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這樣的社
團提供無償的法律援助，切實維護公民
的合法權益。中央領導和政府更是高度
重視黨和國家的法制建設，旗幟鮮明地
提出依法治國，並大力推進司法體制改
革。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強
調，全面深化改革要於法有據。中央十
八屆四中全會具體討論依法治國的重大
問題，戰略部署法治中國。這是歷屆中
央全會首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用法治
深化改革，用法治推進國家治理，用法
治維護社會和諧，用法治保障生態文
明，用法治保護公民的權利，用法治保
護國家社會安全。尤其依法懲治腐敗，
只要觸犯法律底線，逾越法律紅線，不
論「蒼蠅」、「老虎」一起打，並突破
了「刑不上大夫」的歷史慣例，成效極
其顯著，讓世界震驚，更受到廣大民眾

■國情班學員拜訪國務院港澳辦，由國務院港澳辦交流司副司長吳煒（前
左六）及交流司教科文處處長游遠（後左二）接見並與學員合影。

的交口稱讚和擁護。
學員們深深感受和觸摸到國家法制的
完善和法治下國家的繁榮發展、祖國的
強盛，並對法治國家的未來充滿無限的
憧憬。作為香港居民，更是切身體會
到，香港一直是法治的香港。法治香港
確保了香港成為亞洲金融中心，國際貿
易及物流基地，經濟繁榮，社會安定，
民眾安康。然而，「佔中」卻破壞了香
港的法治、社會的良序、居民的正常生
活。沒有法制便失去秩序，法律不彰則
社會混亂，藐視法治則社會倒退。
生活在法治香港下的香港青年人更應
遵守法律，尊敬法律，敬畏法律，用法
律合法地主張權利，維護香港的正常秩
序，珍惜「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繁榮與
穩定。法律乃治國理政之良器。國家依
法國昌盛，企業依法企興旺，家庭依法
家安康、居民依法居太平。作為香港
人，更是中國人，應堅信，在法治下，
國家好，香港才會好；香港好，香港的
居民才會更好。

接見國情班的部門及領導包括：中共
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副主任龔清概、
國務院台辦局長楊流昌、副局長馬國
樑，國家行政學院培訓中心副主任丁茂
戰、副主任姜偉，國務院港澳辦交流司
吳煒司長，中國法學會原常務副會長胡
忠、學術交流中心副主任王偉、法律資
訊部副主任呂興煥，中國法律援助基金
會理事長岳宣義部長、秘書長鄭霞澤、
副秘書長陳益未、主任顏如玉；中國國
際投資促進會會長苗耕書部長、常務副
會長周銘，著名藝術家楊洪基將軍等。
出席人員有：世貿聯合基金總會創會
主席白瑪奧色法王、主席陳晴 JP、中聯
辦教育科技部巡視員謝偉民、世貿聯合
基金總會監事長張吉星、國家行政學院
培訓中心段寶龍、葉毅生博士、葉毅邦
博士、張鑫麒、邵偉賢、陳婉華、陳露
博士、朱兆棠博士、李偉生博士、李建
和、楊國樑、陽蕾、洪啓騰、謝俊平、
鄭燕華、龐博文、馬軼超、楊志亮、何
世傑、李萌、劉天思等。

■國情班一行拜訪中國法學會，原常務副會長胡忠部長（前右五）、學術
交流中心副主任王偉（前右四）、法律信息部副主任呂興煥（前左四）等
接見並合影。

■胡忠部長為「中國夢．香江情」2015 春節聯歡晚會活
動題詞「中國夢」墨寶贈予世貿基金會。

■岳宣義部長（將軍）（前左三）為「中國夢．香江情」
2015 春節聯歡晚會活動題詞「中國夢 香江情」墨寶贈送
予世貿基金會。

■楊洪基將軍（前左三）為「中國夢．香江情」2015 春
節聯歡晚會活動題詞「中國夢 香江情」墨寶贈送予世貿
基金會。

■中國國際投資促進會會長苗耕書部長（前右四）、常務副會長周銘（前
右三）等接見及宴請國情班一行。

中聯辦李魯部長、陳林部長、何靖部長、劉林部長及各界翹楚出席

凝聚正能量 共築中國夢 世貿基金社服會千人慈善晚宴
諮詢小組常委陳晴 JP、中聯辦教育
科技部部長李魯、青年工作部部長
陳林、九龍工作部部長何靖、新界
工作部部長劉林、青年工作部副部
長李薊貽、九龍工作部副部長王小
靈、教育科技部巡視員謝偉民。該
會榮譽主席兼第一副主席、全國人
大代表陳勇 BBS JP、該會榮譽主席
陳金烈、陳守仁、該會名譽主席兼
秘書長鍾樹根 BBS MH JP 等。晚宴
在莊嚴的國歌聲中拉開帷幕。

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致辭中說：
「此次活動的主旨是『凝聚正能
量，共築中國夢』。正能量適合各
個階層的人，對於當今社會存在的
諸多問題，『正能量』無疑是一股
積極向上的力量。『中國夢』是中
國人民共同的夢，是中華民族久遠
的夢，是中國人的最大夢想，他並
呼籲社會各界團結一心、勤勉拚
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該會主席陳晴致辭提到：守望相

■世貿聯合基
金總會創辦人
兼中央議會主
席如意寶白瑪
奧色法王致詞

■世貿聯合基金
總會主席陳晴
JP 致詞

主
■禮嘉賓與世貿聯合基金
總會的社會服務委員會執行
主席、主席、副主席、秘書
長、副秘書長合影

服務委員會越做越好，貢獻更多正
能量。
世貿聯會基金總會過去十幾年，
在法王的帶領下，從華夏神州的貧
困山區到太平洋彼岸的美國加州、
洛杉磯、乃至地球南端的澳大利亞
積極開展慈善公益活動，通過民間
文化交流的各種渠道，將「和平、
博愛、希望」的崇高信念傳遍世界
各地，促進各國的友好關係，增進
海外華僑華人對祖國的親和力和向
心力。為國家開展國際民間外交擔
大任扛大旗。
多年來在香港舉行大型的世界和
平祈禱大會，向社會各界派送吉祥
米、探訪老人院、走進社區舉辦
「盆菜宴」等活動，慈悲善舉深入
民心。作為國際大型機構的基金總
會，不但蜚聲國際，而且在香港社

■世貿聯合基金
總會榮譽主席兼
第一副主席陳勇
BBS JP 致詞

■世貿聯合基金
總會名譽主席兼
秘書長鍾樹根
BBS MH JP 致
詞

會也負有盛名。
聯歡晚會由基金總會愛心大使：
中央電視台主持人楊一、北京電視
台主持人李慧玲為大會司儀、著名
蒙古族歌手琪琪格、土家族百變歌
手陳涓、北京電視台主持人超級女
聲陽蕾、香港著名演員麥長青、香
港演藝明星徐天佑等同台演唱，群
星匯聚，星光熠熠。他們精彩絕倫
的文藝風格將聯歡活動的高潮推向
新的高潮，群情激動，熱血沸騰。
基金總會在香港舉行「凝聚正能
量，共築中國夢」這一大型活動，
特地由北京遠道而來的親人們用歌
聲為香港獻上最衷心的祝福。與香
港人民一道齊心協力，維持香港法
治社會的核心價值，確保香港社會
的繁榮與穩定，堅定不移地朝着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奮勇前進！

主
■禮嘉賓與世貿聯合基金
總會的社會服務委員會常務
委員及委員合影

助，疾病相扶，自古就是世界文化
歷史中無法忽視的一環，這也是世
貿組織尋求穩定發展、互利共榮的
精神所在，在世界逐步走向一體化
的今天，關注物質和精神文明共同
發展尤其重要。陳晴表示，在法王
帶領下，該會一致通過不同活動，
在不同層次推動多元結合的交流，
將和平、博愛、希望的理念傳遞到
世界各地。她希望能夠通過該會這
一平台，大家可以繼續分享合作機
遇，共同應對各種挑戰，為世界作
出新的貢獻。
陳勇表示，該會社會服務委員會
於 2014 年在港九新界舉辦了數十場
大型活動，受惠人數以及參與義工
數以十萬計。他希望未來可以將和
平、希望、博愛傳遞到更多的地
方。他認為，雖然現在香港正面臨
諸多挑戰，但是烏雲風雨始終遮不
住太陽，香港的正能量一定會更加
發光發熱，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使
香港重現希望，為國家民族復興貢
■前排左起陳恒鑌 JP、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王小靈、陳金烈、中聯辦新界工作部部長劉林、陳晴 JP、中聯辦 獻力量。鍾樹根也致辭感謝各位嘉
教科部部長李魯、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中聯辦九龍工作部部長何靖、盧文端博士 SBS JP、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副 賓的蒞臨以及慷慨贊助，希望在大
部長李薊貽、陳勇 BBS JP 、中聯辦教科部巡視員謝偉民、葛珮帆博士 JP，與一眾嘉賓合照。
家共同努力下，把基金會以及社會
日前，世貿聯合基金總會社會服務
委員會周年晚宴隆重舉行，活動以
「凝聚正能量，共築中國夢」為主
題，邀得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多個部
門首長及社會賢達、社團領袖、各界
翹楚、基金總會各屬會委員共一千多
人共聚一堂，盛會空前。
主禮嘉賓有：該會創辦人、國際
宗教領袖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該
會 永 遠 榮 譽 主 席 盧 文 端 博 士 SBS
JP、該會主席、聯合國經社理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