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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心晚會青年音樂會賀國慶
籌委會成立 董建華主持 張曉明講話 蔡冠深介紹

香港同胞慶國慶籌委會主席團組織架構名單
主席團名譽主席：
梁振英 張曉明 宋 哲 譚本宏 岳世鑫
主席團主席：
董建華 曾蔭權 李嘉誠 曾憲梓 鄭耀棠 范徐麗泰
主席團顧問：
林鄭月娥 黃蘭發 殷曉靜 楊建平 林 武 楊 健
仇 鴻 曾德成 譚志源 沈 沖 吳仰偉 何 靖
劉 林
主席團成員：
丁午壽 文 樓 方文雄 方黃吉雯 王 東 王 偉
王 濱 王國華 王敏剛 左 風 田北俊 朱蓮芬
何世柱 何志平 何柱國 何鴻燊 余國春 吳光正
吳家瑋 吳康民 吳清輝 呂志和 李少光 李兆基
李百全 李秀恒 李建紅 李祖澤 李偉庭 李啟明
李國章 李國寶 李嘉誠 李劍波 李澤鉅 沈祖堯
阮北耀 周一嶽 周松崗 岳 毅 林貝聿嘉 林廣兆
邵善波 施榮懷 查良鏞 查懋聲 洪克協 洪祖杭
胡定旭 胡經昌 胡鴻烈 范徐麗泰 唐一柱 唐偉章
唐翔千 孫明揚 孫啟烈 徐立之 高 錕 張 良
張永珍 張成雄 張信剛 張華峰 張雲楓 張學武
梁定邦 梁智仁 梁欽榮 梁愛詩 梁錦松 許智明
郭 位 郭亨斌 郭炳湘 陳永棋 陳有慶 陳坤耀
陳啟宗 陳新滋 陳經緯 陳繁昌 傅育寧 彭耀佳
曾鈺成 曾蔭權 曾憲梓 黃小峰 黃天祥 黃友嘉
黃玉山 黃志祥 黃宜弘 黃國健 楊 釗 楊孝華
楊孫西 楊耀忠 葉劉淑儀 董建成 董建華 廖長城
齊忠森 劉宇新 劉皇發 劉展灝 劉 珺 劉漢銓
劉遵義 潘宗光 蔡冠深 鄭國漢 鄭裕彤 鄭維志
鄭維健 鄭耀宗 鄭耀棠 錢果豐 霍震霆 霍震寰
戴德豐 謝中民 韓中旋 簡福飴 藍鴻震 羅仲榮
譚尚渭 譚耀宗
秘書長：蔡冠深
副秘書長：李百全 郭亨斌 楊孫西 方文雄 張成雄
總務主任：李祖澤
副總務主任：
吳連烽 梁富華 陳炳煥 羅富昌 劉宇新 陳 勇
財務主任：余國春
副財務主任：
胡國祥 黃麗群 羅君美 黃周娟娟 陳幼南 李應生
宣傳主任：朱蓮芬
副宣傳主任：
王伯遙 楊祖坤 文宏武 羅興輝 鄧淑德
文體表演主任：霍震霆
副文體表演主任：
朱 挺 杜式雄 汪明荃 韋基舜 鄒允貞 曾智明
鍾嶺海

近20界別逾710人任籌委
大會由全國政協副主席、主席團執行
主席董建華主持，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及
近百位籌委會委員出席。會議確定今年
國慶籌委會定名為「香港同胞慶祝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66周年籌備委員會」，
並通過了籌委會主席團名譽主席、主席
團主席、主席團顧問、主席團成員、正
副秘書長及各組正副主任人選名單。
籌委會委員來自全港近20個界別，包括
社區人士、地區代表、專業人士、勞工社
工代表、工商貿易界、金融界、航運旅遊
界、教育界、新聞界、影視界、文藝界、
婦女界、青年學界、宗教界、體育界、漁
農、新界人士等（詳見表）。

紅館兩場演出主題不同
籌委會秘書長蔡冠深在介紹今年國慶
演出時表示，今年將於香港體育館舉辦
兩場演出慶祝國慶，包括10月1日 籌辦
「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6

周年文藝晚會」及10月2日晚上演出
「國慶青年音樂會」，演出時間均為晚
上7時，長度約1小時15分至1小時30
分。節目將由獨立製作公司負責製作，
並將安排在本港及外地電視台、電台以
及互聯網播出，讓香港市民以至全球華
人均可分享國慶的喜悅。
他續介紹，首場晚會以「愛國心」為

主題，以表達香港同胞心繫祖國，愛護

祖國之心。第二場為國慶青年音樂會，
節目內容時尚活力，與年青人齊齊歡度
國慶。蔡冠深呼籲，為使慶祝活動能夠
順利舉行，希望各界大力支持，贊助活
動經費。

張曉明籲關注發展經濟民生
在成立大會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就

國家的最新發展情況及香港面對的新形

勢發表講話。他呼籲全社會大家都應該
把注意力、把關注點集中到怎麼樣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解決一些實際問題
上，又提到今年9月3日，中央政府將在
北京舉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
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的紀念活動，包括
將舉行盛大的閱兵式，中聯辦會和特區
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一起把出席閱兵式
的事組織好，安排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萬

寬、陳文華）為慶祝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66周年，香港同胞

慶祝國慶籌委會昨日假香港中

華總商會禮堂舉行成立大會，

通過了籌委會架構名單，近20

個界別、逾710位人士出任籌委

會成員。籌委會定於10月1日

及2日一連兩晚在香港體育館舉

辦文藝晚會及音樂會，首場晚

會「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66周年文藝晚會」，

以「愛國心 」為主題；第二場

為「國慶青年音樂會」，節目

內容時尚活力，與年輕人齊齊

歡度國慶。

■董建華(中)、張曉明(左)、蔡冠深（右）出席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6周年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攝

■董建華(左八)、張曉明(左七)與籌委會首長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九龍社聯慶回歸賀會慶
王惠貞任理事長陳振彬膺會長 林武曾德成等主禮

林武：集中精力關注民生經濟
林武致辭時讚揚九龍社團聯會在維護香港
法制、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關頭，堅定
高舉愛國愛港旗幟，堅定支持按香港基本法
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推進香港普
選，為社會注入正能量。
他表示，非常認同梁振英特首所講，香港
應集中精力關注民生及經濟，為我們共同的
家園打拼，而不要將精力耗費於爭拗之中，
要團結、從香港的最大利益出發，為香港的
未來貢獻力量。
林武並盛讚該會有眾多優秀品牌活動，無
論是愛心超市、聯繫會員、扶助弱勢群體，
參與社會事務，關心青少年等各方面，都建
立起自己的品牌。
他對九龍社團聯會提出三點希望：一是繼
續高舉愛國愛港旗幟，充分發揮「龍頭」作
用；二是在現有品牌項目基礎上，切實提升
九龍社團聯會的影響力和服務地區的能力；
三是更多地關心香港的未來，團結協作，從
香港最大利益出發，為香港社會注入正能
量。

王惠貞：維護香港法治與穩定
王惠貞在致辭時表示，該會於香港回歸祖

國同年成立，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共同成長，
目前已發展屬會179個，會員逾20萬，擁有
一支包括青年義工在內多達6,000人的義工
隊伍。
她指出，過去一年，本港經歷自回歸以來

最嚴峻挑戰，發生違法「佔中」，有人圍堵、
衝擊政府總部和立法會，挑動社會分化撕裂，
公然破壞香港的法治基礎和核心價值，在此期
間，該會始終積極推動社會以和平、理性、務

實的方式表達意見，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維護香港的法治精神和社會穩定，更舉辦多項
緊貼社會民情、民生的服務和活動，拓展會
務、服務會員，貢獻社會。

曾德成：助青年交流貢獻良多
曾德成表示，九龍社團聯會同特區政府同

年成立，不斷深入民生，放眼未來，關注青
少年發展，鼓勵年輕人到內地實習交流，認

識國情，開拓視野，貢獻良多。他指香港本
來面對2017「一人一票」普選特首的歷史
性機遇，可惜在少數議員的反對之下，特首
普選決議案沒能通過。
他續說，雖然如此，香港廣大市民在此次

討論政改的過程中，進一步提高了「一國兩
制」的覺悟，認識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的獨
特性和特殊法律地位，對今後在理性互信的
基礎上凝聚共識，抵制偏激、極端的言行，

有重要意義。
出席典禮的還包括中聯辦九龍工作部部長

何靖、副部長王小靈和盧寧，全國政協常委陳
永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黃玉山、盧
瑞安、黃友嘉、田北辰，全國政協委員簡松
年、龍子明、張國榮、江達可，香港立法會議
員李慧琼、陳鑑林、梁美芬、蔣麗芸，中企協
副會長馮洪章，該會首席會長譚錦球、監事長
劉偉榮、名譽會長如意寶白馬奧色法王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九龍社團聯會

慶回歸暨成立18周年暨第七屆理監事就職典禮

日前假尖沙咀龍堡國際賓館隆重舉行。中聯辦副

主任林武、特區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

樑、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應邀主禮。王惠貞

出任理事長，陳振彬榮膺會長，在現場賓主的見

證下，該會專業委員會成立，場面熱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由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青年委員會主
辦，香港乒乓總會、少年警訊、香
港大專體育協會合辦的「慶回歸乒
乓球大賽 2015」日前於九龍歌和老
街壁球及乒乓球中心舉行，60名大
專生和180多名乒乓球愛好者經過一
日的初賽、決賽一決勝負，香港韶
關同鄉聯誼總會、葵青區及理工大
學代表隊分別摘得特邀組、少訊組
和大專組冠軍。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會長簡松年、

常務副主席鄧祐才、青年委員會主
任林凱章，香港乒乓總會副會長蘇

根源、少年警訊聯絡組總督察勞瑞
蓮出席頒獎典禮。

鄧祐才：以球會友增進友誼
鄧祐才致辭表示，乒乓球被譽為
「國球」，中國乒乓球隊在世界大
賽中獲獎無數，揚威海外，在香港
乒乓球同樣是一項深受歡迎的體育
項目，「慶回歸乒乓球大賽」的目
的是「以球會友」，切磋球技，增
進友誼，借助乒乓球大賽的平台，
推動香港乒乓球運動的進一步發
展，今年已舉辦第十一屆，得到香
港青年朋友踴躍參與，深受各界認
同，逐漸成為城中一項盛事。
他指出，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18周

年，期望香港在中央的支持下，在特
區政府的領導下有更好發展，期望香

港市民群策群力，團結和諧，共創美
好明天。

林凱章：育港乒乓未來之星
林凱章致辭時表示，很開心見到今

年有來自不同界別的球員參與，大家
在比賽之餘，亦都有熱烈的交流，達
到該會舉辦賽事的目的「友誼第一，
比賽第二」。希望在座朋友明年繼續
參與，透過香港廣東社團總會的這個
平台，培育更多香港青年乒乓球的未
來之星，帶動年輕人更加熱愛體育，
增強體質。
出席頒獎典禮的賓主還包括香港中

華廠商聯合會青委會主席張永鴻，香
港廣東社團總會副秘書長王紹基，該
會青年委員會顧問張敬川、副主任簡
汝謙、秘書長李幗喜等。

廣東社總慶回歸青年乒賽頒獎

■■「「慶回歸乒乓球大賽慶回歸乒乓球大賽20152015」」圓滿舉圓滿舉
行行，，賓主與獲獎球員合影賓主與獲獎球員合影。。 陳文華陳文華 攝攝

■■賓主共同見證九龍社團聯會專業委員會成立賓主共同見證九龍社團聯會專業委員會成立。。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