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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士聯會就職暨基金創會
梁愛詩曾鈺成高永文蘇錦樑劉新魁等主禮 杜偉強膺主席

典禮儀式簡
單 而 隆

重，嘉賓冠蓋雲
集，賓主逾 600
人共同見證。香
港基本法委員會
副主任梁愛詩，
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食物及衛生
局局長高永文，
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局長蘇錦樑，
中聯辦法律部部
長劉新魁、經濟

部兼貿易處負責人楊益、港島工作部副部長陳旭斌、
協調部副部長張強，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中國法律
服務（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杜春，全國政協
常委陳永棋，標準工時委員會主席梁智鴻，立法會議
員盧偉國、馬逢國、葉國謙，全國人大代表蔡毅、何
鍾泰等應邀出席。

凝聚專業人士服務社會
杜偉強表示，香港變化日新月異，與內地的交流日益

頻繁。香港的發展進步面臨更多挑戰和更複雜的形勢，
需要各專業界人士更多關注及投入。香港專業人士聯會
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該會以加強各專業界別間的
交流互動，提升會員專業知識及行業競爭力；發揮專業
人士在政府建設中的作用，為社會發展建言獻策；關愛
香港及內地的弱勢群體，關心他們對醫療、教育、房屋
等民生事項的需求；共同為發展中的香港及祖國服務，

作為該會的宗旨與目標。
杜偉強指出，該會將朝「將專業普及化，將社團專
業化，將管理規範化」三個新目標重新起航，致力打造
專業、規範的全新社團。冀最大程度發揮專業人才的力
量，運用不同專業界人士的專業知識、專業視角，切實
為社會發展提供幫助。
他希望更多的專業界人士加入該會，積極參與該會舉

辦的各類活動，以熱忱、專業、社會責任感，攜手參與
香港與祖國的發展和建設，為香港和祖國更美好的明天
貢獻力量。
香港專業人士聯會架構包括主席杜偉強，副主席梁學
濂、潘德鄰、王紹文，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林惠芳，司
庫陳奕驄，理事陳龍威、衛小芊、黃文龍、岑飛鴻、陳
美燕、岑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萬寬）香港專業

人士聯會就職及香港專業人士基金有限公司

創會典禮日前假中環美心皇宮舉行，杜偉強

榮膺主席。杜偉強表示， 該會致力為香港各

專業界別服務，會員可以透過該會，建立不

同界別的人際網絡，增加對不同專業界別的

認識；透過各專業界別的互動，掌握各行業

的發展情況，提升專業知識。

媽祖文化聯誼會理監事就職

東區民政專員鄧如欣訪福建鄉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晨）東區民政專員鄧如欣一行日前到訪福

建同鄉會，與福建同鄉會眾首長座談。鄧如欣盛讚福建同鄉會在團結
鄉親、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上所作出的貢獻，並表示將一如既往支
持該會，在社團與政府間搭建橋樑。東區區議會主席黃建彬、民政處
高級聯絡主任鄧月琴、福建同鄉會會長陳聰聰及理監事出席。
陳聰聰會長對鄧如欣一行的光臨表示歡迎，希望東區民政處繼續

關心支持該會工作。她表示，同鄉會成立75年來，同仁為東區社會
事務作出不少貢獻，愛國愛港愛鄉精神代代相傳，該會不僅反對
「佔領」行動，還旗幟鮮明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警察執
法，團結社區街坊，愛老敬老，最近組織會員簽名支持政府第二輪
政改諮詢。未來將繼續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維護香港繁榮穩
定出一分力。
鄧如欣指出，福建同鄉會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社團，在社會上擔

當重要角色，不僅團結鄉親，更加強鄉親對社區、香港、祖國的認識。

鄧如欣冀續支持政改
她特別讚揚該會在反對「佔領」的行動中做了大量工作，讓市民

對這一違法行為的意見及時反映出來，讓事件得以順利解決。她呼
籲香港有關團體繼續支持特區政府，讓500萬合資格選民在2017年
一人一票選出特首，「機不可失，希望把這一訊息帶到社區每個角
落。」特區政府重視青年人的工作，讚揚該會青年團透過舉辦不同
活動，提升年輕人對國家的認識，提升他們的歸屬感。她鼓勵該會
繼續做好青年工作，並祝同鄉會會務蒸蒸日上，為祖國為香港構建
和諧社區繼續獻力。
福建同鄉會監事長施維雄表示，未來將繼續做好年輕人工作，加

強兩地年輕人的交流，希望東區民政事務處未來能多支持該會這一
方面的工作。福建同鄉會秘書長姜玉堆表示，該會一直與民政事務
處有密切的聯繫，以後會責無旁貸全力支持民政事務處的相關工
作。該會副會長張上頂、張鐵岩、施世倫、蔡黃玲玲、龔一星、柯
文華、葉振強等參加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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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路艷寧 貴
陽報道）在1月15日舉辦的「春暉
行動」10周年表彰大會上，香港太
平紳士何耀棣及其夫人因多年來熱
心幫助貴州貧困地區發展，被授予
「特別貢獻獎」（十佳春暉人
物）。但因行動不便，這對「最美
春暉伉儷」並沒有出現在當天的頒
獎典禮上，獎項由他人代領。

獲授予十佳春暉人物
「耀熠六合慈澤黔地，棣通萬物

善暖神州。」活動主辦方高度評價
何耀棣的善舉。何耀棣是香港著名
律師，也是成功商人，他熱心社會
公益。2009年，何耀棣夫婦赴貴州
考察，對「春暉行動」表示深切認
同。何耀棣說：「我是中國人，我
要到祖國去做慈善。」
其後，何耀棣雖然行動不便，但5
次赴黔考察，並連續5年向「春暉行
動」發展基金捐款千萬元（人民
幣），實施「春暉家園計劃」項
目。該計劃將農村發展需要的各種
生產要素平滑地移到農村，落實到
新農村家園建設的具體項目上，以
達到充分整合社會資源參與社會主
義新農村建設和扶貧開發目的。

貴州團省委扶貧項目
此外，何耀棣還捐贈了110萬元在

綏陽中學成立「春暉助學基金」；
捐資25萬元在麻江縣修建5個村衛
生室。
「春暉行動」是貴州團省委根

據唐代詩人孟郊《遊子吟》的感
人意境，在2004年發起的大型社
會公益活動「春暉行動」，充分
發揮「親情、鄉情、友情」的情
感紐帶，感召遊子返鄉，共同促
進家鄉經濟文化發展。如今，這
一活動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海外
華人參與。

■■香港專業人士聯會就職暨香港專業香港專業人士聯會就職暨香港專業
人士基金有限公司創會典禮人士基金有限公司創會典禮，，賓主合賓主合
影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攝

■杜偉強致辭，冀以專業知識、視
角，切實為社會發展提供幫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東區民政事務專員鄧如欣(前排右五)到訪福建同鄉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晨 攝

■貴陽花溪區各族小學生代表向何耀棣博士夫
婦敬獻紅領巾。 本報貴州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萬寬）香港
媽祖文化聯誼會日前假荃灣豐盛酒樓舉行
首屆理監事就職典禮，陳錦梅榮膺首屆會
長，中聯辦社聯部副部長黎寶忠，香港福
建社團聯會主席吳良好、副主席兼秘書長
周安達源、榮譽主席林廣兆，立法會議員
譚耀宗、陳恒鑌、麥美娟等蒞臨主禮，逾
千各界友好與福建鄉親出席。

千人出席 陳錦梅任會長
陳錦梅致辭指， 成立該會目的是弘揚
媽祖助人為樂的高尚情操，傳承中華民族
優良的傳統美德，使這一民間信仰成為促
進國家富強昌盛、民族團結、民生富饒的
推動力，並以媽祖精神凝聚正能量，團結
香港市民，教育年輕一代樹立愛國愛港愛
鄉思想。同時在香港福建社團聯會的帶領
下，深入社區發動鄉親街坊信眾，積極參
與香港社會事務，為香港繁榮穩定作出貢
獻。
她表示，千餘年來，媽祖信仰自福建

傳播到我國沿海乃至東南亞及世界各地，
「媽祖信俗」被聯合國評選為世界級人類
非物質文化遺產。千餘年的文化傳承，證
明兩岸同胞同根共祖，形成了堅不可摧民
族意識。她承諾，未來定會竭盡所能，全
力以赴，與理監事同仁團結一致，努力把

會務工作做好，發揚媽祖慈悲、博愛、護
國庇民的崇高精神。

黎寶忠周安達源致勉辭
黎寶忠希望，媽祖文化聯誼會繼續傳

承愛國愛港愛鄉的優良傳統，把會務工
作做好，凝聚更多鄉親、團結更多香港
愛國人士，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積

極參與社會事務，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全面落實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關於香港政改的決定，為香港繁榮穩定
作出更大貢獻。
周安達源表示，閩人的民間信仰多姿

多彩，世代相傳，在港九新界各區，閩籍
鄉親供奉的神明、媽祖就有數百座， 成
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和精神依靠。他希望

該會的成立能把這種精神帶到更多閩人的
日常生活，鼓勵鄉親積極向上，凝聚社區
力量以促進香港社會的和諧。
他讚揚，陳錦梅長期在新界地區參與各

項社會事務，贏得很好的口碑，相信媽祖
文化聯誼會在她的帶領下定能團結鄉親，
為家鄉建設、香港和諧穩定、弘揚媽祖文
化作出更大貢獻。

廖漢輝區議員派福袋敬老廖漢輝區議員派福袋敬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 新春伊
始，南區廖漢輝區議員辦事處開展系列敬
老活動，分別在1月16日和廣東社團總會
合辦「送暖關懷愛心大行動」，18日舉辦
「1.18 香港義行日」之 「『財神到』全
港18區 同步創義舉」活動，派送250份
新春福袋予長者，送上問候和關心，彰顯
和諧社區、關愛長者的精神。

與廣東社團總會合辦
其中，與廣東社團總會合辦的「送暖關

懷愛心大行動」假利東社區會堂舉行。當
日，廖漢輝、利東坊眾互助社會長黃志毅
及眾義工向區內長者派送150份福袋。
廖漢輝更親身為行動不便的長者送上福
袋和慰問，包括102歲高齡獨居長者。他
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長者為香港
過去發展付出了很多，關懷長者是我們年
輕一代的責任。」
為響應「傑出生命計劃協會」倡導的
「香港義行日」，「廖漢輝議員辦事
處」還舉辦「1.18 香港義行日」之

「『財神到』全港18區 同步創義舉」。
活動中，100位長者除獲贈豐富的福袋
外，亦收獲「財神」在場派發的賀年揮
春、精美貼紙及義工親製的愛心氣球，
場面熱鬧溫馨。
「義行」已成為香港的核心價值，「傑

出生命計劃協會」呼籲社會各界建立
「義行日」，並將每年 1月 18 日定為
「香港義行日」，藉此喚醒全港18區的市
民，關顧社會上弱勢社群的需要，將義行
的精神融入生活，達致「香港是我家、全
民生活『義』」的共同目標。
廖漢輝多年來扎根南區服務居民，他創

辦南區工商業聯合總會，每年於南區舉辦
「南區關注健康日」為長者提供健康檢
查，已連辦3屆，檢查範疇包括：乙型肝
炎、血糖、膽固醇、血壓、眼睛、牙齒及
身高體重等。此外還舉辦青少年活動，如
「青少年體藝嘉年華」及「禁毒宣傳短片創
作比賽」; 亦有面向市民大眾的活動，如
「南區漁港街跑10公里馬拉松」，深受街
坊及社區組織的歡迎及認同。

■香港媽祖文化聯誼會首屆理監事會就職典禮場面隆重。 邵萬寬 攝

■「1.18 香
港義行日」
之「『財神
到』全港18
區同步創義
舉」活動，
廖漢輝（左
六）與一眾
義工合照。

■廖漢輝區
議員辦事處
與廣東社團
總會合辦的
「送暖關懷
愛 心 大 行
動」假利東
社區會堂舉
行。圖為廖
漢輝及各位
老友記大合
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