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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總資助450大學生北上實習
楊釗吳克儉等主禮 惠10院校15項交流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晨）中華總商會

昨日在該會禮堂舉行「大學生實習交流計劃

2015」啟動儀式。中總會長楊釗，教育局

局長吳克儉，中總副會長馬忠禮、榮譽會長

林廣兆、教育資助委員會主席陳智文，中聯

辦青年工作部副部長李薊貽，中大校長沈祖

堯、港大副校長蘇彰德和嶺大協理副校長劉

燕萍等主持實習交流計劃啟動禮。今年中總

撥款220萬元，資助本港10間專上院校進

行共15項交流計劃，450名大學生將赴內

地參與貿易、金融服務、醫療及法律等多個

領域的交流實習，了解國家最新發展。

中總副會長馬忠禮致辭表示，今年是中總成立115
周年，大學生實習交流計劃是會慶系列活動之

一。中總致力推動香港與內地經貿更緊密發展，積極
促進企業實踐社會責任、服務社群，並透過「中總愛
心行動」舉辦多項慈善公益活動，包括為慶祝115周
年會慶而特別送贈11.5萬包愛心米予基層家庭。

馬忠禮：重視培育年輕一代
他指出，商會向來十分重視培育年輕一代，透過舉
辦各類國情活動，加深青年人對國家的認識和歸屬
感，定期舉辦經貿論壇和研討會活動，為年輕一輩創
造與工商界交流的平台。近年內地經濟發展迅速，國
家整體實力與日俱增，在國際經濟舞台上扮演日趨重
要的角色。國家積極推進「一帶一路」、「亞投行」
和「絲路基金」等項目，致力落實自由貿易試驗區建
設，全力構建新一輪改革發展藍圖，其中無限機遇又
再引起世界重視。他鼓勵年輕一代藉內地實習交流的
機會，深化對國家的了解，積極參與兩地社會經濟發
展，成為有視野、有創意、肯承擔的接班人。
據悉，中總於1986年由時任會長霍英東博士牽
頭，捐資創辦基金公司，透過設立中華總商會獎助
學金、中華總商會優異大專學生獎等計劃，資助及
獎勵大專學生，並自2006年起改以資助本地大學生
參加實習交流活動，藉此加強年輕一代對國家的認
知。基金至今已捐資逾3,500萬元，受惠學生超過
4,000人。

啟動禮上，大會特邀曾參與計劃及
即將啟程的 10 位大學生分享心路歷
程。各人從不同角度道出實習計劃的
得着及期盼，學生相信參與計劃可為

他們的人生帶來收穫，成為將來投身社會的寶貴經
驗，認為透過交流有助了解國家發展，探索人生方向
及就業前景。

滬實習領悟團隊精神
港大的歐陽同學去年到上海東方衛視實習，

兩個月時間裡，她參與資料搜集、場地拍攝、後期剪
輯等工作，通過與不同範疇的人合作，她明白了團隊
合作的重要性。「上海現代化的商業氣息讓我更深入
了解內地政治、經濟、民生情況，與當地大學生的交
流則讓我知道互相包容、欣賞的重要性。」

曾往南京實習的理工大學黎同學認為，去內地實
習，自己長時間融入不同的環境中，能很快地了解當
地風俗文化，對自己未來去內地工作，或在工作中面
對內地客人都有很大幫助。他笑稱，在工作中認識了
一班直到現在都保持聯絡的好友，這是當時自己未曾

預料的。他寄語參與今年計劃的學子「抱着主動
接觸人的心態，你會得到更多！」

赴南山橫琴感興奮
過來人仍對計劃意猶未盡，而即將啟程的學子們更

是難掩興奮之情，將赴南山和橫琴等地的樹仁大學黃
同學表示，自己將去的地方受到國家領導人的關注，
感覺很自豪，他希望通過實習對國家重點發展的經貿
項目及政策有進一步認識，為自己畢業後去內地工作
作充分準備。

中大的林同學希望通過實習，進一步了解國家，拓寬
視野，感受當地文化，從而深入認識自己的不足，為將
來投身社會積累經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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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萬寬）香
港陽江工商聯合會日前假紅磡彩福皇
宴舉行慶祝天后聖母元君寶誕暨善信
會員聯歡晚會，該會主席蘇開盛、會
長馮權開率眾迎迓賓朋。中聯辦九龍
工作部部長何靖、副部長王小靈，陽
江市委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林波等蒞臨
主禮。晚會上籌募會務經費，善信會
員爭相競投各界賢達捐贈的物品，氣
氛高潮迭起。

蘇開盛籲市民支持普選
蘇開盛表示，慶祝天后聖母元君寶
誕暨善信會員聯歡晚會乃年度盛事，
一是祈求風調雨順、百業興旺、社會
和諧穩定；二是凝聚會員，加強溝通
交流，籌集運作經費。他希望鄉親會
員和賢達積極支持，讓該會以穩健財
政開展活動，服務會員，服務社會。
他指出，香港正值政制發展關鍵期，
政府公布的特首普選方案，是根據基
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
定的框架制定，合法合憲。他批評反

對派議員盲目反對及拉布，是企圖剝
奪全港500萬合資格選民「一人一
票」選特首的權利；阻礙政制向前發
展的人，將會是香港民主發展歷史上
的千古罪人。逾半市民支持政改通
過，為讓反對派議員在關鍵時刻能
聽取民意，該會響應「保普選 反暴
力」大聯盟號召設街站，收集簽名
和協助市民做好選民登記；他呼籲
市民踴躍支持，發動親朋參與，為
香港繁榮穩定計，2017落實普選特
首一定要得。
王小靈讚揚該會為兩地經濟作出積

極貢獻，在主席蘇開盛帶領下，積極
加強會員溝通聯繫，促進會務發展，
成績有目共睹，贏得社會各界認同。
希望社會賢達、善信會員積極捐助，
繼續支持該會發展。她指，香港面臨
政改方案將要通過的契機，為實現
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呼籲市
民做好選民登記，積極發聲，發放正
能量，讓社會上「撐政改」的主流聲
音推動政改通過。

陽江工商聯慶天后聖母寶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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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李秀恒（前排左四）一行到訪香港文匯
報，獲本報社長王樹成（前排左五）、總經理歐陽曉晴（前排左三）、副
總經理張錦川（前排左一）等熱情接待。 金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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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
日，旅港福
建商會副理
事長、福建
中學四校校
監黃周娟娟
（左三），
教育基金教
育發展總監
黃均瑜（右
二），福建
中學總校長林建華（左二），福建中學（小西灣）校長蔡若蓮（右一）一
行到訪香港文匯報，獲本報副總經理姜亞兵（左四）等熱情接待。

金巍 攝

黃周娟娟一行訪本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鐘
聲慈善社第六十一屆董事職員就職
典禮暨慶祝母親節聯歡大會，5月10
日假中環大會堂美心皇宮舉行。黃
其就榮膺社長，陳守仁就任總監，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蒞臨主
禮，適逢母親節，當晚大會向四位
「模範母親」葉劉淑儀、祁梁桂
芳、黃蔡詠儀、高黃妙嫻頒發嘉許
狀，逾600位嘉賓出席，同申慶賀。

鐘聲慈善社就職賀母親節
黃其就致辭表示該社創立於1915

年，百年來以「興學育才、服務社
群」為職志，創辦學校，拓展義務
教育，濟助貧寒，廣育良才，社務
穩步發展。該社倡導「敬老揚
孝」，舉辦慶祝母親節大會，聚焦
表揚各界推薦之「模範母親」，宴
請該社附屬安老服務單位數百位長
者，以表敬意。他表示，就任社長
之後，必將與同仁攜手，竭盡所
能，勉力從公，發展社務，拓展善
業，貢獻社會。
主禮嘉賓高永文致辭表示，鐘聲

慈善社成立100周年，百年來在教

育、青年關注、社會服務、長者及
醫療服務等領域作出卓著貢獻，成
績有目共睹。更與時俱進，配合社
會需要，提供醫療、長者健康坊等
服務。他指母親節是頌揚天下母親
無私奉獻的精神，弘揚孝道，是中
華文化非常重要的部分，特向當天
獲嘉許的4位「模範母親」表示祝
賀。
他續指，政府已公布2017普選

行政長官方案，近日各界組織積極
發起支援運動。他強調，社會上每
一個人的理想或許不盡相同，部分

人士認為現時的方案並不完美，但
香港尊重言論自由，希望各方都能
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通過各種方
式踴躍表達意願，讓立法會議員更
清晰掌握民意，進而做出正確決
定，讓香港民主能夠在2017年向
前邁進一步。
立法會議員謝偉俊，民政事務局前

局長藍鴻震，九龍西區各界協會會長
鄧祐才，該會副總監許瑞良，副社長
李國倚、周鴻年、陳榮業、何鏡波、
李百貴，監督何耀華，校監葉志光，
前社長蕭思敏等出席活動。

葉劉膺模範母親 高永文致賀

■鐘聲慈善社第六十一屆董事職員就職典禮暨慶祝母親節聯歡大會，賓主合影。 陳文華 攝

■黃其就（左一）、高永文（左二）、
陳守仁（左四）向榮獲嘉許的「模範母
親」葉劉淑儀頒授紀念品。 陳文華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沈清麗）
港區梅州市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
長、廣東省政協委員、絲寶集團副
董事長古爾夫率梅州政協委員代表
團考察湖北，一行40多人於5月8
日至11日在當地進行4日訪問，藉
此增進對湖北歷史文化、社會經濟
的認識與了解，增強委員間聯繫交
流。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客屬總會
主席、絲寶集團董事長梁亮勝及梅
州市政協主席李金元擔任榮譽顧
問，全程參與考察活動。

古爾夫率團參觀著名企業
考察團先後到武漢市和仙桃市參

觀考察，團友在武漢市參觀了絲寶
集團總部、東風本田汽車廠等著名
企業，考察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

參觀湖北博物館、黃鶴樓，遊覽漢
口江灘和磨山景區；在仙桃市參觀
了絲寶衛生用品廠、五樂台旅遊發
展項目，並舉行植樹活動和聯歡晚
宴。
團長古爾夫指，港區梅州市各級

政協委員聯誼會成立4年，藉此平
台加強委員聯繫交流，大家相互學
習，共同進步。聯誼會每次開展活
動委員都積極參與，每次組團返梅
州考察訪問，也獲得梅州市政協和
市委統戰部關心支持。
古爾夫表示，聯誼會是首次組團

考察梅州以外的其他省市，梅州市
政協主席李金元專程抽時間帶領委
員往湖北考察，讓委員親身感受湖
北歷史文化、經濟社會發展狀況，
同時增進委員聯誼及感情，望未來

繼續發揮政協委員作用，共同為梅
州發展進步、香港和諧穩定、國家
繁榮昌盛貢獻力量。

李金元高度評價湖北之行
梅州市政協主席李金元高度評價

此次考察成果，指考察湖北為港區
政協委員提供了一次很好的學習機
會，訪問活動使大家深受啟發，並
藉此建立了深厚感情和真摯友情，
令人鼓舞。

馮雲喬周誼群晤考察團
在仙桃市考察期間，仙桃市委書

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馮雲喬，市
政協主席周誼群等親切會見考察團
成員，與大家進行友好交流。馮雲
喬指，梁亮勝是仙桃眾多企業家中

的傑出代表，他與仙桃結緣 26
年，一直對仙桃一往情深，與仙桃
結下深厚友誼和感情，多年來他不
斷加大投資，對仙桃經濟社會發展
貢獻良多。

梁亮勝：認識湖北覓商機
梁亮勝介紹，港區梅州政協委員

大約有300人，人數相當龐大，港
區梅州市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由他
太太古爾夫擔任會長，湖北考察活
動也由其親自組織，並由梅州市政
協主席李金元帶領。他表示，隨着
中部崛起，湖北經濟也迎來良好發
展，本次考察團成員大都是企業
家，平時較少接觸湖北，今次考察
主要是為大家認識湖北及尋覓商機
提供機會。

港區梅州政協委員考察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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