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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級政協聯誼會辦「一帶一路」論壇
邀林鄭陳家強李繼剛鄭建榮林景臻主講

陳群率華東師大團訪潮商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由全國政協常委、華
東師範大學校長陳群率領的華東師範大學代表團，7
月28日到訪潮州商會，受到會長張成雄、永遠榮譽會
長陳幼南等熱烈歡迎。賓主在友好和融洽的氣氛中進
行了交流，雙方表示未來將加強溝通、加強港滬兩地
教育方面的合作。

張成雄盼共同為教育獻力
張成雄對華東師範大學各位領導和教授蒞會指導表
示衷心的感謝。他指出，華東師範大學是中國的一所
著名大學，為國家培養了大量的教育精英，取得了很
大的成就。陳群校長才高學博，領導華東師範大學，
成就百年樹人，功德無量。
他說，潮州商會成立於1921年，歷史悠久，會員均
是來自香港各行各業的潮籍精英。商會在香港開辦中
小學校，在各大學設立各種獎學金，編印潮州文獻，
建立及資助各種文教基金，在家鄉及各地捐資助建各
種文教體育、醫療衛生等大型建設，並在內地各省市
偏遠地區捐辦多間光彩學校。
陳群感謝潮州商會各位首長的熱情接待，他表示，
潮州商會在內地享有很高的聲譽，特別是在弘揚文
化、興學育才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令世人欽
佩。
他指出華東師範大學自1951年建校以來，秉承大廈
大學、光華大學及聖約翰大學等前身學校「自強不

息」和「格致誠正」的精神和學思結合、中外匯通的
傳統，以追求「智慧的創獲，品性的陶熔，民族和社
會的發展」的大學理想為國家培養教育精英。他希望
通過是次訪問，加強雙方的溝通，共同為推動和發展

國家的教育事業作出貢獻。接待的成員尚包括：潮州
商會常務會董唐大威、吳哲歆，會董吳茂松，潮州會
館中學校長曾永康，商會總幹事林楓林和主任秘書蔡
平。

■華東師範
大學校長陳
群(前排左
3)與張成雄
會長(前排
中)等賓主
合照。

深青熒光夜跑 善款捐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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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望賢、通訊
員 鍾沐晨 深圳報道) 8月8日，適逢同
心俱樂部青年委員會（同心青委會）
成立一周年，該會將於當日在深圳灣
體育中心舉行盛大的「HEART RUN
同心青年熒光夜跑嘉年華」慈善活
動，5,000多名深圳優秀青年通過5公
里夜跑及電音派對共襄善舉，為慈善
貢獻一分力量，並賀周年。嘉年華慈
善活動所售門票款將全數捐贈給深圳
市青少年發展基金會。
熒光夜跑是一項近期流行的運動，參
與者或利用熒光裝備隨性裝扮，或盛裝
出席，沿5公里賽道奔跑，沿途欣賞賽
區特製的熒光裝置藝術。本次活動由香
港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及同心俱樂部指
導，同心成員企業及同心友好合作銀行
協辦，深圳市青年聯合會支持。
這項創意活動提出時得到青委會主席
劉根森、常務副主席陳家榮，以及多位

副主席、委員的支持。當晚的活動融入
大量外國元素，將有多位外籍DJ現場
打碟，將國外頂級音樂節盛事元素帶入
「HEART RUN同心青年熒光夜跑嘉
年華」慈善活動，用電音和強有力的節
奏讓現場持續在高潮狂歡派對中升溫。
現場，同心青委們還將號召在場青年響
應國家號召，共同加入到「創新創業創
客」的大浪潮中。

3000門票被「秒殺」一空
據介紹，本次活動90%的報名者都來

自社會大眾的參與，在開啟報名不到24
小時，全部 3,000 張社會報名門票被
「秒殺」一空。此次同心青年熒光夜跑
嘉年華慈善活動除了將銷售門票所得款
項全數捐贈給深圳市青少年發展基金
會，青委成員們更會在現場帶頭示範並
組織號召做好礦泉水的水瓶回收箱工
作，引導社會群體的公益慈善理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靖 澳門報道）澳
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8月5日於澳門舉行第十
一屆「澳博獎學金」頒獎典禮。10名表現優
異的澳博員工子女獲頒獎學金，同時有28名
歷屆尚在就讀的得獎學生繼續獲頒新學年的獎
學金。澳博董事局主席蘇樹輝博士、常務董事
兼澳博員工福利諮詢委員會主席梁安琪女士、
董事官樂怡大律師及澳博各部門主管出席頒獎
典禮。

蘇樹輝梁安琪致辭
澳博董事局主席兼獎學金評選委員會主席蘇

樹輝博士致辭時嘉許獲獎學生的優秀表現，並
以「形正德至」四字勉勵他們要做一個內外兼
修的人。他強調，中國文化以「德」為本，而
「德」又以「修身」先行，「形正德至」，不
僅是對個人修養的要求，亦可以影響到其與周
遭的人及與環境的關係。
澳博常務董事兼福諮會主席、澳博獎學金
評選委員會副主席梁安琪表示，獎學金的設

立，是堅守何鴻燊博士「以人為本」的信
念，十分重視員工福利，同時亦貫徹何博士
「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理念，為澳門的
人才培養做了實實在在的工作。她希望歷屆
獲獎學生可以通過參與澳博組織的各項活

動，傳承澳博愛國愛澳、回饋社會的精神。
「澳博獎學金」成立於2005年，旨在獎勵
優秀的員工子女升讀高等教育課程，為社會培
養人才。至今有逾120名員工的子女獲得嘉
許，其中已有70人畢業。

■■第十一屆第十一屆「「澳博獎學金澳博獎學金」」獲獎獲獎
學生與嘉賓合照學生與嘉賓合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廣東省政協
常委、香港梅州聯會會長余鵬春日前率香
港交流團到蕉嶺縣，開展香港青少年暑期
「世界長壽鄉」蕉嶺探秘之旅暨香港蕉嶺
青少年羽毛球比賽。
此次聯誼活動由香港梅州聯會與僑港蕉

嶺同鄉會聯合舉辦，旨在促進香港、蕉嶺
兩地青少年的交流與了解，培養青少年愛
國愛鄉的情懷。
余鵬春表示，香港梅州籍的鄉親們對家
鄉有着深厚感情，而「世界長壽鄉」蕉嶺
的美景和熱情的鄉親讓他倍感親切，蕉嶺
的現代化蛻變也使他倍感欣慰。他認為，
新生代香港青少年對梅州了解較少，本次
聯誼活動可以讓他們以輕鬆的形式加深對
客家文化的認識，以推動兩地青少年的交
流。
此外，兩地青少年在蕉嶺縣城舉行了羽

毛球友誼賽及聯歡晚會，促進兩地青少年
文化交流。
香港青少年暑期「世界長壽鄉」蕉嶺探
秘之旅為期4天，行程中還參觀了蕉嶺皇佑
筆自然保護區原始森林林場、丘逢甲故
居、謝晉元故居、長壽文化館、長潭景區
等蕉嶺自然景點和人文景觀。

■余鵬春等梅州聯會首長率港青少年赴家鄉蕉嶺交
流。

特奧夏季世界賽
東華兩生奪3銀3銅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子
京) 東華三院徐展堂學校
秉承「全人教育」的辦學
宗旨，着重學童多元化的
發展，助其啟發潛能，克
服障礙，發揮所長。在剛
結束的世界性殘障運動賽
事「2015特殊奧林匹克夏
季世界比賽」中，該校小
六學生黎幸鑫(中度組)及
中五學生區俊華 (輕度
組)，以香港代表隊的身
份，分別於滾球及田徑項
目，創下驕人戰績，共奪
得3銀3銅的佳績，為港
爭光。
東華三院主席兼名譽校監何超蕸祝賀獲獎同學，並

表示兩人憑藉奮勇向前的堅毅鬥志，排除萬難，在高
手雲集的國際性賽事中，成功擊敗來自世界各地的頂
尖對手，連奪多個歷史性的殊榮，令人振奮。她亦衷
心感謝該校老師及家長的悉心栽培及無私奉獻，全憑
他們多年來默默付出的關懷及教導，才能造就同學今
天的傑出成就。
年僅12歲的黎幸鑫，是首度參與國際性賽事。他於

滾球項目中奪得3面獎牌，包括男子個人賽銀牌、雙人
融合賽銀牌及四人隊制賽銅牌。區俊華現為中五學
生，是田徑項目殘障運動員，並獲「東華三院體藝精
英學生支援計劃」資助。區同學於是次賽事中勇奪3面
獎牌，包括男子4×100米銀牌，以及在200米及400
米比賽皆奪得銅牌，為港爭光。

■■黎幸鑫黎幸鑫（（左二左二））於頒獎台上接受獎項嘉許於頒獎台上接受獎項嘉許。。

■區俊華在田徑項目中，
勇奪1銀2銅。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邵萬寬) 由港

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政制及內地

事務委員會主辦的「『一帶一路』

與香港的機遇高峰論壇」昨日假香

港四季酒店舉行。論壇特邀署理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蒞臨擔任主講嘉

賓，她指，國家提出「一帶一路」

構想，以和平發展與共同發展的理

念，推動全球以及區域層面經濟體

之間多方位的聯繫合作。「一帶一

路」既承接了中國歷史的元素，又

接合了新的國際和內地環境，更順

應了地區以及全球的合作潮流。特

區政府現正密鑼緊鼓地研究香港特

區在「一帶一路」策略下的各個議

題，為求能夠把握機遇，發揮優

勢，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

論壇主講嘉賓尚包括：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中國商務部

綜合司副司長李繼剛，中國(廣東)自由
貿易試驗區工作辦公室專職主任鄭建
榮，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副總裁林
景臻，各人亦分別於論壇上就「一帶
一路」戰略內涵和如何為香港帶來機
遇作主題演講，並即場回答與會者的
問題。

仇鴻沈沖等出席王惠貞任主持
中聯辦副主任仇鴻、協調部部長沈沖
等亦應邀出席。論壇由港區省級政協委
員聯誼會政制及內地事務委員會主任王
惠貞主持。
林鄭月娥表示，針對「一帶一路」中

提出的「五通」，即政策溝通、設施聯
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
認為香港可以成為「一帶一路」的主要
集資融資平台、商貿物流促進平台、高
端專業服務平台、多元旅遊平台和新興
產業平台。「一帶一路」的倡議將為國
家的經濟發展與區域合作帶來新的契
機，香港特區一定會充分把握這個千載

難逢的機遇，發揮獨特優勢，配合國家
發展，在區域發展中拓展出新的商機。
陳家強表示，中央政府倡議的「一帶

一路」是推動跨境區域合作的宏大願
景。「一帶一路」主張通過推動區內國
與國之間的基礎建設，通過推動經濟融
合，帶動整個地區的資金互通及投資需
求，從而提升地區整體的競爭力。過去
30多年，香港經濟發展一直受惠於國家
經濟的改革開放，相信未來30年香港將
受惠於整個「一帶一路」地區經濟的合
作及開放。

陳清霞盼各行業積極參與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席陳清霞

表示，是次高峰論壇既有深度、而且富
啟發性。她指，「一帶一路」是國家新
時期對外開放的重大戰略，是當今世界
上最重要的政治和經濟格局，吸引了香
港和世界各地的關注，催生了很多投資
和合作的機會。香港在推進「一帶一
路」中有很多獨特的優勢，能很好發揮
超級聯繫人的作用，希望會員能通過是
次論壇對「一帶一路」有更深入的了

解，各行各業積極參與和把握「一帶一
路」藍圖所帶來的難得機遇。

譚錦球：更了解「一帶一路」機遇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譚錦球

指，是次論壇加深會員了解「一帶一
路」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他感謝為是
次活動出錢出力的首長和主講嘉賓。他
表示，該會一貫來以服務國家、服務香
港、服務委員為宗旨，堅決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為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作
出應有的貢獻。
他表示，在後政改時期各界應齊心協

力發展經濟、搞好民生，是次論壇亦正
正體現出該會全體委員以實際行動來支
配合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他相信，在國
家的支持下和特區政府的帶領下，只要
香港市民能保持既往同心同德的精神，
必定能把香港建設得更具競爭力、更美
好。

澳博員工子女獲頒獎學金澳博員工子女獲頒獎學金

■■港區省級政港區省級政
協委員聯誼會協委員聯誼會
「「一帶一路一帶一路」」
與香港的機遇與香港的機遇
高峰論壇高峰論壇，，賓賓
主與主講嘉賓主與主講嘉賓
合影合影。。

黃偉邦黃偉邦攝攝

■主講嘉賓與委員們進行答問互動。 黃偉邦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