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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輝忠訪鄉局邀赴浙考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率團訪港的
浙江省委副書記王輝忠日前拜訪新界鄉議
局，獲新界鄉議局主席劉業強、副主席林偉
強等熱情接待，雙方進行深入交流，分享各
自發展心得。劉業強稱鄉議局與浙江省一向
有深厚情誼，兩地一直保持緊密聯繫，今次

冀浙港聯手抓「一帶一路」機遇 劉業強林偉強等接待

再次聚首，深具意義。王輝忠希望，在國家
「一帶一路」戰略中分別扮演重要角色的浙
江和香港，可以聯合起來，共同發展。

劉業強向客人介紹該會歷史及會務發展情況。他表
示，新界鄉議局已有 89 年的歷史，是堅定的愛國

愛港愛鄉團體，未來將繼續凝聚力量，團結新界人，為
鄉民謀福祉，為香港整體的繁榮穩定貢獻力量。
他指出，浙江城市發展一日千里，不但積極發展現代
化建設，亦悉心保育傳統文化，在社會政治、經濟、文
化和民生各方面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培育不少優秀知
名企業，更發展出獨有的「浙江模式」，希望日後進一
步加強浙港兩地交流合作，推動兩地建設發展。

劉業強：促進與浙共同發展
劉業強表示，長期以來，新界鄉議局堅持和發揚愛
國、愛港、愛鄉的優良傳統，積極貫徹和落實「一國兩
制」方針，堅定不移地支持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
政，有效團結新界地區愛港民眾，積極參與香港社會事
務和民生改革，為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做了大量工
作。
他強調，目前香港正值多事之秋，鄉議局要和諧團
結，凝聚力量，繼續為鄉民謀福祉，為香港繁榮穩定作
出貢獻，並進一步加強與浙江合作，深化交流，促進共
同發展。

王輝忠倡加強多產業合作
王輝忠表示，浙江省和香港都在國家「一帶一路」的
戰略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希望香港抓住內地的發展機

▲王輝忠(右二)、孫文友
（右一）向劉業強（左
二）、林偉強（左一）致
送紀念品。
陳文華 攝

▶浙江省考察團赴新界考
察，與新界鄉議局成員會面
留影。
陳文華 攝

遇，「浙江和香港都有短板，我們應該聯合起來」，未
來加強多產業的合作。他更邀請新界鄉議局組團赴浙江
考察，互相學習。
出席座談會的賓主還包括浙江省政協副主席、浙江省

委統戰部部長孫文友，浙江省委副秘書長張才方，浙江
省委統戰部常務副部長金長征，浙江省外僑辦（港澳
辦）主任金永輝，新界鄉議局永遠顧問馬慶豐，第三十
三屆增選執行委員余漢坤，當然執行委員陳嘉敏、李耀

斌、陳崇業、曾樹和、侯志強等。
訪問團隨後獲安排前往大埔林村許願廣場、元朗新田
大夫第、鄧氏宗祠、屯門龍鼓灘村等參觀，了解新界區
特色文化及人文景觀。

梅州聯會慶回歸 譚惠珠講基本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香港梅州聯會日前假金鐘
名都酒樓舉行慶回歸 18 周年晚會，特邀港區人大代表、香
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作演講嘉賓，為會員詳解香港
基本法從起草、頒布到實施後出現的各種狀況。該會會長
余鵬春表示，香港經歷過去 20 多月政改之路，大家都很清
楚看到中央希望推動香港民主發展的誠意，但反對派議員
罔顧大部分香港市民的意願，執意否決政改方案，令大家
都很失望。

余鵬春：放下爭拗發展經濟民生
余鵬春指香港有一群所謂的「本土派」，一直傳播「城
邦自治」，認為香港可以獨立發展，這種想法是極其錯誤
的，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香港的發展離不開國家的支
持，香港的問題也一定要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解決，
希望反對派能夠看清事實，為了香港的發展、市民的福
祉，做自己該做的事。
他表示，正如特首所講，現在香港社會要做的是放下爭
拗，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重新凝聚社會正能
量，為香港社會盡快癒合撕裂，回歸理性齊心協力。

譚惠珠主講 藍鴻震羅活活等出席
譚惠珠對香港基本法由起草、頒布到實施後出現的各種

■香港梅州聯會慶回歸晚會暨邀譚惠珠講基本法，賓主合影。
狀況作出了詳細的講解和精闢總結，她指現時香港行政立
法關係緊張，拉布盛行，加之香港式「公民抗命」、民粹
主義和「本土主義」三股力量與政府抗衡，致使特區政府
行政主導權實質被削弱。而 2017 行政長官普選方案，由香
港 500 萬選民「一人一票」選出的特首，將有扎實的群眾
基礎和民意認受權，原本可使行政主導重回軌道，實現有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華 攝

效施政，解決行政與立法之間惡劣關係，如今無法實現，
香港只能原地踏步。
出席嘉賓還包括前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該會首席永
遠名譽會長羅活活，副會長刁森發、王志強、王春輝、李
潤基、何少平、林厚平、曾慶膽、劉小粦、羅港柟，永遠
榮譽會長李乃英、巫宜鈔、張其焱、廖永福等。

逾 3000 港義工分批赴莞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子京) 為促進義工間的
交流和聯誼，香港義工聯盟上周日舉辦「東莞
義工交流團」活動，3,000 多名義工分批赴東莞
參觀交流、品嚐荔枝。首批隊伍在香港義工聯
盟主席譚錦球，常務副主席兼活動籌委會主席
馬浩文的帶領下，逾 360 人一同赴東莞，東莞市
政協副主席鍾淦泉，市委統戰部副部長丁群
好，香港義工聯盟常務副主席鄧清河參加了當
日啟動禮。

譚錦球盼與東莞加強聯繫
譚錦球表示，香港義工聯盟由香港一批熱心
公益的工商界人士發起，在各界大力支持下，
於去年 6 月正式成立，旨在扶助弱勢社群，宣揚
關愛文化，團結和凝聚香港各界義工團體及組

500

織，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維護香港繁榮穩
定，已有 500 多個義工隊，義工人數逾 5 萬，希
望透過今次活動，表彰這些對社會有貢獻的義
工，令大家度過一個難忘的父親節，繼續發揚
香港人熱心公益、助人為樂的優良傳統。
譚錦球續指，香港與東莞有千絲萬縷的聯
繫，義工聯盟各義工團體內亦有不少東莞鄉
親，大家都在各自崗位上，為促進香港與東莞
的合作交流作出貢獻。希望今後能與東莞市加
強聯繫，促進兩地的經貿合作、文化交流。

馬浩文鍾淦泉分別致辭

馬浩文說，為促進各義工團體成員間的交流
聯誼，互相分享義工經驗，義工聯盟十分樂意
為大家牽線搭橋，提供一個交流平台，因此聯
盟特組織今次交流活動，組織義
工，趁荔枝節到東莞品嚐荔枝、
交流聯誼。希望透過今次交流為
大家開啟更多合作機會。
鍾淦泉在歡迎辭中讚義工聯盟
成立短短一年時間，已發展至幾
萬名義工，為香港社會事務發聲
出力，關愛弱勢，尊老扶幼，為
社會作出了積極貢獻。
當日大家除了採摘荔枝，一行
人亦到虎門參觀海戰博物館和威
■譚錦球（中）、鄧清河（左一）、馬浩文（右一）、鍾淦泉 遠炮台，了解鴉片戰爭歷史。
（左二）和丁群好（右二）主持啟動禮。

■保良局董事會成員聯同陳積志(左七)、陳章明(右八)、金鑽贊助金利豐金融
集團代表朱沃裕(右六)、鑽石贊助代表陳永錕(右五)及蓋鳴暉、吳美英主持開
鑼儀式，為晚會揭開序幕。

保良局粵劇籌款安老
■朱李月
華為保良
局慈善粵
劇晚會粉
墨登場。
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沈清麗) 保良
局日前在北角新光戲院大劇場舉行
「慈善粵劇晚會」，為該局安老服務
籌募拓展經費。晚會由鳴芝聲劇團演
出經典劇目《花染狀元紅》，一饗各
善長和戲迷，籌募善款造福耆老。當
晚，該局主席朱李月華，籌委會主席
陳黎惠蓮、顧東華等亦粉墨登場，首
次登台獻演，令人耳目一新。

朱李月華談「五全照顧」

■香港義工聯盟舉辦東莞交流團合影留念。

鄧楊詠曼捐 萬 南大建教師活動中心

■南京大學黨委書記張異賓與鄧楊詠曼
(左二)簽署捐資協議。

朱李月華指，近年配合社會需求，
該局積極透過「五全照顧」理念，即
「全人照顧、全程夥伴、全隊同心、
全家參與、全社區支持」，為長者提

供個人化的「全人服務」，讓長者在
醫、食、住、行方面體驗「活着就是
精彩」。
她續說，是次活動行政費支出全數
由該局董事會成員贊助，善款收益用
作安老服務，包括「醫」——自資
「第一綜合健康中心」、流動中醫診
所及派發醫療服務券等，為長者提供
適切的健康服務；「食」——於16個
長者中心開辦社區飯堂服務，每月提
供約 25,000 份熱餐予長者及有需要之
社區人士；「住」——為長者提供家
居照顧及清潔服務；「行」—為有
病而行動不便的長者提供陪診服務。

董事局成員粉墨登場募善款
是晚演出獲一眾戲迷熱烈響應，全
院滿座。朱李月華等董事局成員以及
署理民政事務總署署長陳積志，安老
事務委員會主席陳章明主持開鑼儀
式。晚會特別之處是朱李月華，副主
席陳細潔，趙振邦顧問夫人，總理陳
黎惠蓮、李何芷韻、顧東華、譚毓
楨、曹貴子伉儷齊齊穿上大戲服，登
台參與演出，大家冀為傳承中國傳統
戲曲文化出一分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子
京) 香港舟山同鄉會會長、
仁愛堂前主席、華孚石油有
限公司董事長鄧楊詠曼，慨
捐 500 萬元人民幣予南京大
學，支持該校教師活動中心
即「詠曼閣」的建設，捐贈
儀式日前在港舉行。中聯辦
協調部副部長廖勛、南京大
學黨委書記張異賓、副校長
薛海林等出席見證。南京大
學「詠曼閣」預計於 2016
年落成，建成後將為南京大
學廣大教師之間的深入交流
提供良好的設施和環境。
張異賓代表南京大學對
鄧楊詠曼表示感謝。他
稱，此次儀式並非僅僅見
證「詠曼閣」的捐贈，更
是見證了南京大學廣大校
友校董以及社會各界對於
南京大學的深厚情誼和鼎
力支持。南大人也會充分
利用好大家的資助和支
持，推動南大向「中國特
色、南大風格、世界一
流」的「第一個南大」的
宏偉目標邁進，不辜負大
家的期望。

鄧楊詠曼捐資助學
總額近 9 千萬

鄧楊詠曼長期致力慈善
和公益，更傾情支持教育
事業，曾捐助了多所中小
學及幼稚園。繼早年捐助
北京大學以來，近 3 年來，
更是不遺餘力捐資上海交
通大學、浙江大學、寧波
大學、浙江海洋大學等。
據不完全統計，生活儉樸
的鄧太捐資助學總額近
9,000 萬元。
鄧太致詞時，回顧了她
與南京大學的深厚情緣。她
透露，早年隨周亦卿去南大
見證其捐資興建大會堂時，
曾萌發了日後也捐資南大的
念頭。獲悉南大正規劃建設
專為教師而設的活動中心，
便決定捐資此項目，如今能
達成願望是對這份情緣的回
饋，感到很開心。鄧太亦希
望大家共同為南京大學的未
來發展貢獻心力。
出席捐贈儀式的尚包括金紫荊星章
獲得者周亦卿伉儷、香港南京總會創
會會長張心瑜，中華總商會婦委會主
席周莉莉、副主席周娟娟，鄧楊詠曼
夫君鄧秉堅和親友，以及南京大學校
董、校友等 40 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