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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浙江省委副書記
王輝忠先生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
聯絡辦公室副主任
林 武 先生

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局長
曾德成 先生

主 禮 嘉 賓

：董建華 宋 哲 夏寶龍
創會會長及永遠名譽會長：李達三

：車越喬 李德麟
：曹光彪 查良鏞 范徐麗泰 胡鴻烈 陳元鉅 陸增祺 賀一誠 包陪慶 范鴻齡 曹其鏞 李和聲 馬 臨
徐立之 吳家瑋 李世中 葉謀遵 倪鐵城 葉仲午 沈祖堯 金耀基 陳慧慧 周亦卿 金樂琦 董建成
查懋成

：鄭介初
：詹耀良
：陳仲尼
：顧東華
：楊麟振 周光暉 金維明 李本俊 徐鳴翔 徐起綱 車弘健 王則左 陸雅儀 楊詠曼 詹洪良 周利春
葉 欣 陳旭明 吳華生

：詹洪良 車弘健 蔡俊遠 莊錫年 沈雪明 顧偉誠 麥超傑
：顧家麒 鄒星培 李孫文英 周鳴山 章傳信 張長華 孫啟烈 翁銀巧 許志勤 嚴信才 方浩然 忻元甫
趙亨文 顧建綱 劉意成 李敬天 董立新 金昌民 葉泰海 王志良 何仲浩 王彭彥 沈墨寧 林筱魯
李苗林 盧錦華 應炳囡 鄒漢章 楊 靈 周 玲 應玉明 單志明 王緒亮 范思浩 竺銀康 王淑欣

：李中方 胡總旗 董 明 丁敏兒 朱家平 倪海鷹 陳 勉 周薇薇 安宇昭 徐道睦 曹 眾 姚汝源
毛偉琪 鮑 健 徐海挺 王祖安 余漢坤 陳正龍 查燿中 倪偉虎 曹惠婷 周鎮忠 方達成 朱正根
陳開朗 王耀星 姚錦華 孟 學 廖家傑 謝慧仙 程 奇 倪偉玉 孫榮良 蔡相理 賀凱琪 李惟宏
王淑慈 忻賢雯 傅 冰 高 紅 柯瓊浩 孫美娥 鄒學偉 盧正良 陳高壽 余立群 范久祥 包海東
區達雄 秦秀蓮 吳敬升 林偉祥 林偉華

：章吉琴

20152015年年66月月2121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隆重舉行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隆重舉行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818周年暨第九屆理事會就職典禮周年暨第九屆理事會就職典禮

感謝社會各界的支持和蒞臨指導感謝社會各界的支持和蒞臨指導

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第九屆理事會 香港寧波同鄉會香港寧波同鄉會 香港甬港聯誼會香港甬港聯誼會
杭州旅港同鄉會杭州旅港同鄉會 紹興旅港同鄉會紹興旅港同鄉會
香港溫州同鄉會香港溫州同鄉會 湖州旅港同鄉會湖州旅港同鄉會
香港舟山同鄉會香港舟山同鄉會 香港台州同鄉會香港台州同鄉會
香港嘉興同鄉會香港嘉興同鄉會 香港衢州同鄉聯誼會香港衢州同鄉聯誼會
香港浙江金華市同鄉聯誼會香港浙江金華市同鄉聯誼會 香港麗水同鄉會香港麗水同鄉會
寧波市寧波市
香港余姚聯誼會香港余姚聯誼會 香港寧波市鄞州同鄉會香港寧波市鄞州同鄉會
香港北侖青年聯誼會香港北侖青年聯誼會 香港慈溪聯誼會香港慈溪聯誼會
香港鎮海青年聯誼會香港鎮海青年聯誼會 香港寧海同鄉會香港寧海同鄉會
香港奉化聯誼會香港奉化聯誼會 香港象山聯誼會香港象山聯誼會
寧波海曙寧波海曙((香港香港))聯誼會聯誼會 香港江北聯誼會香港江北聯誼會
港寧波江東聯誼會港寧波江東聯誼會
杭州市杭州市
蕭山旅港同鄉會蕭山旅港同鄉會 杭州余杭區旅港同鄉會杭州余杭區旅港同鄉會
杭州江干旅港同鄉會杭州江干旅港同鄉會 杭州下城區港籍人士聯誼會杭州下城區港籍人士聯誼會
香港富陽同鄉會香港富陽同鄉會 杭州西湖區旅港同鄉會杭州西湖區旅港同鄉會
杭州上城旅港同鄉會杭州上城旅港同鄉會
紹興市紹興市
浙江上虞同鄉會浙江上虞同鄉會 諸暨旅港同鄉會諸暨旅港同鄉會
嵊州旅港同鄉會嵊州旅港同鄉會 新昌旅港同鄉會新昌旅港同鄉會
紹興縣香港同鄉會紹興縣香港同鄉會 香港紹興越城同鄉會香港紹興越城同鄉會
溫州市溫州市
香港瑞安同鄉會香港瑞安同鄉會 香港龍灣同鄉會香港龍灣同鄉會
香港鹿城同鄉會香港鹿城同鄉會 香港樂清同鄉會香港樂清同鄉會
香港甌海同鄉會香港甌海同鄉會 香港蒼南同鄉會香港蒼南同鄉會
香港平陽同鄉會香港平陽同鄉會 香港文成同鄉會香港文成同鄉會
香港永嘉同鄉會香港永嘉同鄉會 香港泰順同鄉會香港泰順同鄉會
香港洞頭同鄉會香港洞頭同鄉會
湖州市湖州市
香港德清同鄉會香港德清同鄉會 香港南潯同鄉會香港南潯同鄉會
香港吳興同鄉會香港吳興同鄉會 香港長興同鄉會香港長興同鄉會
香港安吉同鄉會香港安吉同鄉會
舟山市舟山市
香港舟山普陀聯誼會香港舟山普陀聯誼會 海外金塘人聯誼會海外金塘人聯誼會
香港岱山同鄉會香港岱山同鄉會 香港定海聯誼會香港定海聯誼會
舟山嵊泗舟山嵊泗((香港香港))聯誼會聯誼會
台州市台州市
香港臨海同鄉會香港臨海同鄉會 香港椒江同鄉會香港椒江同鄉會
香港三門同鄉會香港三門同鄉會 香港天台同鄉會香港天台同鄉會
香港溫嶺同鄉會香港溫嶺同鄉會 香港玉環同鄉會香港玉環同鄉會
香港黃岩同鄉會香港黃岩同鄉會 香港仙居同鄉會香港仙居同鄉會
香港路橋同鄉會香港路橋同鄉會
嘉興市嘉興市
香港海寧同鄉會香港海寧同鄉會 香港海鹽同鄉會香港海鹽同鄉會
香港桐鄉同鄉會香港桐鄉同鄉會 香港平湖同鄉會香港平湖同鄉會
香港嘉善同鄉會香港嘉善同鄉會 香港南湖同鄉會香港南湖同鄉會
香港秀洲同鄉會香港秀洲同鄉會
衢州市衢州市
港澳柯城同鄉聯誼會港澳柯城同鄉聯誼會 香港衢江同鄉會香港衢江同鄉會
香港常山同鄉聯誼會香港常山同鄉聯誼會 香港開化同鄉會香港開化同鄉會
香港龍游同鄉聯誼會香港龍游同鄉聯誼會 香港江山同鄉聯誼會香港江山同鄉聯誼會
金華市金華市
婺城區同鄉聯誼會婺城區同鄉聯誼會 金東區同鄉聯誼會金東區同鄉聯誼會
蘭溪市同鄉聯誼會蘭溪市同鄉聯誼會 浙江東陽同鄉會浙江東陽同鄉會
義烏市同鄉聯誼會義烏市同鄉聯誼會 永康市同鄉聯誼會永康市同鄉聯誼會
武義縣同鄉聯誼會武義縣同鄉聯誼會 浦江縣同鄉聯誼會浦江縣同鄉聯誼會
磐安縣同鄉聯誼會磐安縣同鄉聯誼會
麗水市麗水市
香港麗水蓮都同鄉會香港麗水蓮都同鄉會 香港青田同鄉會香港青田同鄉會

浙江旅港青年會浙江旅港青年會 浙江興業有限公司浙江興業有限公司
浙江之友浙江之友

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

●浙江省文化廳演員與王輝忠副書記、詹耀良會長
及夫人同台演唱《難忘今宵》

●第九屆理事會就職典禮賓主合照

●中聯辦林武副主任（右）授義工團團旗予詹洪良
團長

●第九屆理事會成員大合照

●浙聯會婦委表演

●浙聯新聲表演

榮譽贊助人

永遠名譽會長
榮 譽 會 長

名 譽 顧 問
會 長
常 務 副會 長
秘 書 長
副 會 長

副 秘 書 長
常 務 理 事

理 事

總 幹 事

2015年6月24日（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