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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副市長晤廠商會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中華廠
商聯合會會長李秀恒率領 64 名廠商會代
表及 62 名香港大專學生，於 6 月 17 日至
20 日赴天津訪問 4 天。除了與當地政府領
導會面外，代表團亦出席「創意香港．天
津」、「2015 香港時尚產品博覽．天津

何樹山簡介津門發展機遇 團友赴自貿區推介會

工展會」開幕式及「天津香港品牌節」系
列活動，促進兩地經貿合作。天津市副市
長何樹山會見代表團。廠商會此行還出席
了「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推介會」，進一
步了解天津的最新發展情況。
月 18 日，天津市副市長何樹山會見代表團部分
6成員，討論港津經貿合作事宜。何副市長說：
「天津面臨疊加發展機遇，為香港工商界投資興業
提供了機會。天津工展會搭建了涉僑經貿工作新平
台，香港企業能了解發展機遇，尋找合作商機，也
充分體現了對天津的關注和支持。」

李秀恒看好天津市場潛力
李秀恒則表示，廠商會看好天津市場潛力，具備
各種發展優勢，將借此機會全力推動港商來津投資
創業。
當日，廠商會代表團還到和平區與當地領導交流
座談，和平區委副書記兼區長彭三等介紹當地經貿
及社區發展，希望與港商長期合作。會後，代表團
考察和平區，遊覽民園廣場及五大道等地標。
香港大專學生考察團於上午參觀天津大學，並與
該校學生分組座談，討論創新創業教育。下午，兩
團參觀了天津規劃展覽館、意風區、天津博物館。
婦委會代表拜訪天津婦聯。會長李秀恒及副會長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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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光則出席了天津市政府、國務院僑辦領導會見及
宴請活動，雙方就兩地最新的情況進行交流。
6 月 19 日，代表團出席「創意香港．天津」、
「2015 香港時尚產品博覽．天津工展會」暨「天津
香港品牌節」開幕式，會長李秀恒致辭時表示，自
2004 年起，廠商會先後於內地多個主要城市舉辦工
展會，每次均錄得理想成績。他認為天津市場潛力
豐厚，有不同層次消費群，希望把握機會向華北消
費者推介物美質優的港產品，協助港商進一步開拓
華北龐大商機，促進津港經貿合作。
■ 廠商會會長李秀恒（前排左八）率領廠商會代表團與天津市副市長何樹山（前排右七）會面及聚餐。

龐金華陳永義楊益蘇錦樑主禮
出席開幕的主禮嘉賓包括：天津市副秘書長龐金
華、天津市僑辦副主任陳永義、中聯辦經濟部副部
長兼貿易處負責人楊益、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
長蘇錦樑，香港特區駐京辦主任傅小慧等。

62 港大專學生工展會實習
天津之行的特別之處，是天津工展會為 62 名香港
大專學生提供了實習機會。19 日下午，大學生實地
觀察學習參展商如何推廣、銷售產品及展覽會運
作，汲取工作經驗。
行程最後一天，廠商會代表團參觀了當地歷史地
標瓷房子，下午圓滿結束訪問行程返港。

■ 廠商會代表團與香港大專學生代表團參觀天津博物館了解當地歷史文化。

菁英會愛心小菜園計劃啟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父親節當日，
菁 英 會 假 奧 海 城 舉 行 「 築 福 友 ． 家 We
Share」家庭夥伴計劃閉幕禮暨「愛心小菜園
計劃」啟動禮，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蕭偉強、
該活動籌委會榮譽顧問黃友嘉、東華三院顧問
施榮恆及仁濟醫院副主席黃美斯任主禮嘉賓。

蕭偉強施榮恆黃美斯主禮

無分界限 成就你想

「築福友．家 We Share」計劃為新來港家
庭及香港家庭結成一對一配對師友作定期交
流，幫助新家庭融入社會，共有 48 個新來港
家庭及52個香港家庭參加。據悉，菁英會主席
■賓主一同支持「愛心小菜園計劃」啟動禮及「築福友．家 We Share」家庭夥伴計 梁宏正、創會主席施榮忻、候任主席盧金榮、
劃閉幕禮。
副主席甄韋喬、候任副主席黃麗芳也參與計劃

協助新來港家庭，他們帶同一家人參加活動，
為社會輸入正能量。過去一年的活動包括簡介
會、啟動禮、燒烤日、新年及復活節派對等。
梁宏正表示 ，非常關注社會服務、社區發
展，今次舉辦閉幕典禮，並不代表計劃結束，
因為這計劃讓參與家庭建立了牢固的友誼。
蕭偉強表示，計劃令香港家庭對新來港人士
有更多了解，減少因為文化差異所造成的歧
見，有助建設共融社會。

黃友嘉分享外國生活經歷
黃友嘉分享道，他自己年輕時去外國升學，然
後工作及成家，當時作為華人在外國也算是少數
族裔，也曾遇到當地人的抗拒等，見到這個計劃

能幫助新來港家庭融入社會，覺得很感動。
「愛心小菜園計劃」旨在透過種植培育「小
菜農」的愛心和責任感，將種植經驗及收成與
有需要的人士分享，迄今有 13 間中小學參
與。施榮恆表示，為讓下一代明白農作物皆得
來不易，特意在中小學推廣該計劃，讓學生透
過耕種過程體會食物來之不易，惜食和培養責
任心。其間，更要想辦法使農作物避過蟲害和
風雨，這可建立面對困難的應變力。到收成
後，同學再到區內向長者分享成果，讓長者們
感受同學的愛心外，更可藉此培養學生們與人
分享和關愛弱勢社群之心。
當日，參與學校的師生帶同「愛心小菜園」
收成的有機蔬菜及香草，派發予新來港家庭。

100%由青年人打造的大型夢想分享平台

14 萬 圓 夢 起 動 金 資 助 青 年 人 實 現 夢 想 ！

由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香港青年交流之友、廣東省青年聯合會、中央
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共同舉辦的「發放夢想力！」夢想舞台 2015（夢想
舞台 2015）「夢想增值營暨五強選拔賽」（增值營）已於 2015 年 6 月 6 日至
7 日，假烏溪沙青年新村圓滿進行，為夢想舞台 2015 揭開序幕。

「夢

十
■強參加者與青年籌委打成一片。

與
■夢想教練合照。
的孩子，可見夢想無界限，只要敢想，便可敢夢。為學生
築建的「夢想舞台」是一項支持青年人「追夢、築夢、
圓夢」的行動，旨在以比賽的形式激勵青年人實踐夢想，
向社會傳達「我們都有一個夢想」的訊息。自 2011 年
起，多間來自香港、內地、台灣及澳門的青年學生團體，
以及過百位青年學生領袖，發動以「發放夢想力」為主題
的「夢想舞台」，廣泛邀請擁有夢想的青年夢想家，分享
夢想故事，競逐圓夢起動金，藉此成就了數十名青年人的
夢想，亦燃起數千名觀眾的夢想。

一個大型活動。從中學習堅毅不屈的精神，肯定自我。」
夢想舞台2015總決賽暨頒獎典禮將於2015年7月9日，
假旺角麥花臣球場進行。屆時出席嘉賓陣容鼎盛，將頒發
想舞台」是凝聚全球青年夢想家站在台上說故
「最具夢想力大獎」、「專業評審大獎」、「夢想點燃獎
事 的 交 流 平 台 ， 以 「Light Up Your
金」、「香港之聲-助力青春大獎」。最後五強入圍名
Dream！」（燃亮夢想）為主題，讓青年人在舞台上展現
單：Bolly Girls、Combination、Star Rockers、五邑大學
夢想，競逐合共港幣 14 萬元的圓夢起動金。增值營當
青年志願者協會築夢隊及張鋕洭。
天，大會從眾多隊參賽者中選拔出最後五隊優秀參賽隊
Bolly Girls：一班來自巴基斯坦，對舞蹈充滿熱誠的青
伍，躋身夢想舞台 2015 總決賽。而前警務處處長鄧竟成
少女。夢想是為社會上的弱勢社群舉辦免費舞蹈課程(包
先生，奧運跳水金牌運動員勞麗詩女士更會擔任「夢想領
括基層家庭的兒童、獨居長者及南亞裔人士等等)，並以
航員」，與在場 1500 名觀眾分享夢想故事，勉勵青年人
自身的故事去鼓勵同族裔的青少女勇敢去追尋自己的夢
應敢於築夢、追夢及圓夢！經過兩日一夜夢想增值工作坊
的培訓，以及夢想教練的指導，來自各地的決賽隊伍學習
香港青年交流之友一直致力推動學生擴闊視野，緊貼職 想。用舞蹈傳播正能量。
Combination：夢想是用我們各人的創意和實力證明藝
如何透過多元的表達方式，在舞台上發光發亮。當中，首 場情況，為學生搭建平台提升他們對前途的認知。夢想舞
席夢想教練—「騰訊陳一丹基金會運營總監」李家倫先生 台 2015 首席顧問、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 術並非「垃圾」。
Star Rockers：我們代表一個信念、一個可能性，希望
表示，參賽者能鼓起勇氣站在「夢想舞台」分享感人的夢 會永遠會長龍子明先生更表示，「本會在這次活動上擔當
想故事，是非常值得支持的。而在芸芸的參賽者當中，有 橋樑的角色，使青少年有機會在台上為自己的夢想發聲。 以生命影響生命，透過舞台將夢想發揚光大。令更多人能
來自巴基斯坦熱愛舞蹈的女孩，有特殊學習障礙熱愛音樂 同時，本會一直強調及推廣的是青年人做青年工作。整個 夠成為優秀的自己，從音樂中找到自我價值，令每個人都
活動是由一群學生義務擔任籌委，學習構思、籌備及組織 能將音樂藝術融入生活並帶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五邑大學青年志願者協會築夢隊：透過「築
夢山區」項目通過前期在江門市各小學及多個
社區進行活動宣傳，呼籲大家獻出自己愛心，
捐贈書本，並將收集到的書籍進行分類
後，在暑假通過 38 支支教隊將書籍送到
邊遠山區孩子們的手中，圓山區孩子一
個讀書夢。
張鋕洭：夢想是成立社企舞台以「愛心魔
法」創造青年人的夢想。 (排名不分先後)
■參賽者專心聆聽夢想教練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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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青年夢想家

■Bolly Girls

各界廣泛支持 燃點成功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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