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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社團聯會賀國慶
劉江華劉國強李慧琼梁美芬蔣麗芸王惠貞等主禮

深水埗區議會辦國慶酒會
全球商報經濟論壇貴陽論創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2015
全球商報經濟論壇9月9日在貴陽市
舉行，本屆論壇主題是「科技強夢
創新引領未來——自主技術變革與
區域經濟發展」，全球30多國家和
地區的政商學界翹楚及傳媒精英深
入探討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科技驅
動發展，為當下中國經濟尋找現實
藥方，為後起之秀貴州打造創新經
濟出謀獻策。

張廣智：黔「守底線奔小康」
該論壇由全球商報聯盟、中共貴
州省委統戰部主辦，貴州省委政策
研究室、貴州省工商聯、貴州省商
務廳、貴陽市政府、香港商報社、

香港經濟導報社承辦，貴州日報集
團、貴州商報社、貴州省政府新聞
辦公室協辦。海內外30多個國家和
地區的政府官員、工商領袖、學界
精英及28家傳媒高層齊聚貴陽，圍
繞經濟新常態下，科技力量尤其是
自主創新技術對推動區域經濟發展
的貢獻，進行思想交鋒和觀點交
流，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及貴州省
的創新突圍建言獻策。
貴州省委常委、貴州省委宣傳部長
張廣智在致辭中表示，近年來貴州堅
守發展和生態兩條底線，實現了經濟
總量增速連續4年位居全國前列的成
績。當前貴州正在以「守底線，奔小
康」為總體思路，努力實現全省經濟

發展的歷史性新跨越。 張廣智還對
全球商報聯盟開創跨地區媒體合作的
先河作出了充分肯定。

陳寅：全球論壇具廣泛影響
全球商報聯盟主席、香港商報社

長、經濟導報社長陳寅指出，由全球
商報聯盟發起的「全球商報經濟論
壇」在全球擁有廣泛影響，已連續舉
辦五屆，今年是第六屆。他表示，通
過舉辦全球商報經濟論壇以及隨後展
開的一系列考察活動，借助全球商報
聯盟的報紙、網絡及其他媒體的廣泛
報道，海內外不僅會對中國經濟有更
加深入的認識，也必將對貴州的資源
優勢、營商環境和投資政策有更為全

面的了解，有望帶動貴州對外開放水
平，促進貴州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推
動貴州經濟社會實現較快發展。

洪虎侯永誌等嘉賓發言
中國職業經理人協會會長、吉林省

原省長洪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戰
略與區域經濟研究部部長侯永誌，獨
立金融諮詢顧問兼哈佛大學肯尼迪政
府學院高級研究員韋傑夫，中國扶貧
基金會副會長江紹高，香港城市大學
航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劉建華，中國
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石小敏，全國工商聯原副主席、中國
民營經濟研究院院長保育鈞等嘉賓在
論壇上作精彩發言。

■■20152015全球商報經濟論全球商報經濟論
壇在貴州省貴陽市舉行壇在貴州省貴陽市舉行。。

中企協文藝匯演精彩紛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子京) 工聯
會油尖旺地區服務
處日前舉辦「慶祝
國慶66周年暨工聯
會油尖旺地區服務
處成立9周年聯歡
晚宴」，工聯會副
會長陳有海、副理
事長張樞宏，立法
會議員郭偉強，中
聯辦社工部副部長
李運福、九龍工作部副部長劉國強，油尖旺民政專員蔡
亮，油尖旺區議員高寶齡，民政事務局政治助理徐英偉，
油尖旺角警署副指揮官丘紹箕、高級警司陳惠明，消防處
九龍南區指揮官陳瑞康等主禮。
郭偉強致辭時表示，今年有幸到北京參加慶祝抗戰胜

利70周年閱兵儀式，見證國家發展一日千里，國力強
盛，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青年，感受到民族的自豪和對
香港未來充滿信心。希望香港各位市民能了解國家發
展，同心同德為維護香港繁榮穩定，依法落實一國兩制
而努力。
工聯會油尖旺地區服務處主任汪紅陪同李運福、劉國

強頒發委任狀予地區首席會務顧問羅犖銘、社區事務拓
展顧問許德亮，共同努力凝聚團結區內街坊，共創和諧
社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邵萬寬) 深水埗區議會昨日於美孚富臨皇宮酒
樓舉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6周年酒會，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陳積
志，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劉國強，深水埗民政專員莫君虞，深水
埗警區指揮官徐偉雄，深水埗區議會主席郭振華、副主席黃達東蒞臨
主禮。社會賢達、社團首長、政府機構代表及坊眾數百人共聚一堂，
同申慶賀。
郭振華致辭時表示，新中國成立66年，隨着國家深化改革，擴大開

放，不論在文化、科技、以至各方面都取得輝煌成就，國際地位不斷
提升。近期因國家經濟調整，香港糧食價格7年來首次下調超過5%，
可見中國經濟改革對香港影響的重要。他又稱，近年香港借助國家經
濟發展的優勢，將香港發展為金融和資產管理中心。未來香港應積極
配合國家政策發展經濟，同時推動社會和諧，共圓「中國夢」。
深水埗區議會節日慶祝及宣傳工作小組主席吳貴雄表示，該小組一

直以來積極於區內籌辦各類節日慶祝活動。今年國慶期間，除了舉辦
國慶酒會外，還將於區內舉辦嘉年華和在主要街道上懸掛國慶彩旗和
橫幅，透過各式各樣的活動增加區內居民對國家的歸屬感。
酒會上，大會還安排了醒獅助興和歌舞表演，賓主共同分享新中國

66華誕的喜悅。

9 月 11
日，中國 -
東盟投資合
作基金首席
運營官宋思
源（中）一
行到訪香港
文匯報，獲
本報董事、
副總經理姜
亞兵 (左)等
熱情接待。

潮州會館開董事年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子京）
香港潮州會館日
前舉行 2015 年
度董事年會，省
覽及通過多項事
務包括財務報告
等。主席許學之
致開會辭，指潮
州會館作為潮州
商會及香港潮屬
社團總會以及多
個潮籍社團秘書處所在地，對全球潮籍社團的發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中樞
作用，支持全球及本港潮籍社團的工作，是潮州會館的責任，未來潮州
會館將繼續承擔及支持這種有意義的工作。
第二十二屆董事會就會館未來發展進行了切實的討論，其中主要事務
有：參加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籌備委員會的活動事宜；處理沙嶺及
和合石潮州墳場事務；管理及維修會館大廈；支持潮州會館中學教學工
作、鼓勵尖子學生爭取優異成續等。大家表示，未來將同心協力做好會
館的工作。
出席年會的有董事陳有慶、陳維信、周厚澄、劉奇喆、陳偉南、莊學
山、張成雄、胡劍江、林宣亮、馬鴻銘、黃書銳、高佩璇，法律顧問周
卓如、財務主任陳蕙婷，以及總幹事林楓林。

■■潮州會館舉行董事年會潮州會館舉行董事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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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油尖旺地區服務處工聯會油尖旺地區服務處99周年聯歡周年聯歡。。

■汪紅陪同李運福為首席會務顧問
羅犖銘頒證書。

■■深水埗區議會國慶酒會賓主合影深水埗區議會國慶酒會賓主合影。。 邵萬寬邵萬寬 攝攝

社會賢達、社團首長與坊眾近
800人歡聚一堂，同申慶賀。

出席的主要嘉賓還包括油尖旺民政專
員蔡亮，油尖旺區議會副主席高寶
齡，社署九龍城及油尖旺福利專員黃
燕儀，油尖警區指揮官蕭傑雄、旺角
警區指揮官丘紹箕，康文署油尖旺區
經理許家文，廉署西九龍高級廉政教
育主任李鳳詩，名譽會長鄧祐才、蘇
仲平、潘陳愛菁，九龍社團聯會副會
長徐莉等。

劉江華勉勵續為居民謀福祉
劉江華致辭時表示，國慶是一個值
得歡慶和驕傲的日子，大家共同見證
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將近66年
逐步走向繁榮強盛，亦相信國家的未

來必定更加美好。他指，中央政府今
年3月提出「一帶一路」的願景與行動
文件，香港憑着各方面的優勢，應該
把握良機，參與構建和發展，一方面
為國家作出貢獻，同時能推動香港向
前邁步，更可為下一代打下良好基
礎。他讚揚，油尖旺社團聯會在歷任
主席及現任主席趙鳳儀的帶領下，熱
心推動地區事務、關心造福社群，備
受社區各界人士支持和認可。希望該
會繼續為居民謀福祉，為建造美好、
和諧社區和維持香港繁榮穩定作貢
獻。
劉國強肯定該會18年來聯同屬會積

極服務油尖旺地區，推動屬會及會員
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積極促進社
區和諧穩定發展。相信本屆執委能傳

承優良傳統，進一步推動社區和諧。
他指，9月3日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
年的閱兵儀式上，除展示國家的最新
國防科技成就之外，國家主席習近平
更宣佈裁軍30萬，體現了國家在維護
國家主權和世界和平方面的信心和決
心，同時凸顯出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
是改革開放3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
就。國家發展離不開香港的支持參
與，尤其是改革開放初期，香港各界
對國家發展提供大力幫助，而香港發
展也離不開國家強而有力的支持，香
港應把握國家發展的良機，發揮獨特
優勢搭上發展快車，讓東方之珠更璀
璨。

趙鳳儀：吸納會員近30,000

趙鳳儀介紹，該會共有10個團體
會員，會員總數近30,000，遍佈油尖
旺各區。近年各團體會員加強團結，
弘揚關愛互助精神，與不同圍體合辦
多個活動， 增加社會凝聚力。她
指，現時香港正面對種種挑戰，政治
氣氛兩極，否決政改方案令香港民主
未能向前發展。該會將繼承良好傳統
和汲取歷屆執委的經驗，求創新、求
發展、求進步，使會務更上一層樓，
續為香港繁榮穩定和國家富強作貢
獻。
油尖旺社團聯會執委包括首席會

長呂金房，會長楊子熙，副會長鍾港
武、陳仲傑，主席趙鳳儀，副主席陳
皖蓉、陳少棠、黃舒明、黃建新、葉
傲冬、許世昌、鍾澤暉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邵萬寬）油尖旺

社團聯會日前假尖沙

咀煌府酒樓設宴，慶

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66周年、該會18

周年會慶暨第七屆執

委就職。民政事務局

局長劉江華，中聯辦

九龍工作部副部長劉

國強，立法會議員李

慧琼、梁美芬、蔣麗

芸，九龍社團聯會理

事長王惠貞等蒞臨主

禮。 ■油尖旺社團聯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6周年暨18周年會慶，賓主主持儀式。 邵萬寬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文華）香
港中國企業協會第七屆文藝匯演日
前假新光戲院盛大舉行，中聯辦經
濟部部長孫湘一、副部長張夏令，
中企協會副會長張良、司庫袁武等
出席。來自香港華發投資控股、香
港中旅集團、中銀集團等9個中資企
業的演出者以精彩的歌舞、魔術、
相聲表演為近千名觀眾獻上一場盛

大的視覺盛宴。

孫湘一張夏令張良袁武出席
當晚演出頗具水準，內容豐富，

演出團隊多為中資企業員工，與觀
眾互動頻密，不時引發陣陣掌聲。
為鼓勵及感謝參演單位，晚會特別
設置紫荊花、梅花、百合花3組獎
項，由張夏令，中企協會副總裁、

文體委員會主任朱華，中國旅遊與
經濟電視台副台長、著名唱片監製
余昭科，著名舞蹈家、國家一級演
員、中國民族民間舞等級考試澳門
中心主任劉迎宏出任評判。
經過精彩演出及專業評選，歌舞
節目《激情紅綢》、舞蹈《辦公室
協奏曲》、歌舞《忘不了》分別獲
紫荊花金、銀、銅獎，無伴奏合唱

《Summer Dream》、小合唱《光輝
歲月》、歌舞《家在心裡》分別獲
牡丹花金、銀、銅獎，百合花金、
銀、銅獎則分別由小合唱《不再猶
豫》、相聲《雙簧》、魔術歌舞
《弦動我心魔法舞步》獲得。
出席嘉賓還包括香港中國企業協

會執行會董盧瑞安，副總裁朱莉、
藍于平等。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舉辦第七屆文藝匯演香港中國企業協會舉辦第七屆文藝匯演，，
主禮嘉賓主禮嘉賓、、評判與演出人員合影評判與演出人員合影。。陳文華陳文華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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