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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經發協30周年暨就職
梁振英應勇林武沙海林等主禮 姚祖輝蟬聯會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滬港經濟發展協會成立30周年暨第八屆執委會就職典禮昨

日於港麗酒店隆重舉行，行政長官梁振英，上海市委副書記應勇，中聯辦副主任林武，上海

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沙海林等主禮，全國人大代表姚祖輝蟬聯會長。梁振英表示，滬港兩

地關係緊密，香港更是上海第一個「走出去」的平台；協會一直積極推動滬港交流合作，舉

辦研討會及青年實習計劃等，為加強滬港兩地專業人才交流，凝聚在滬港人港商等方面貢獻

良多，期望該會在促進兩地合作方面繼續努力。典禮嘉賓雲集，場面熱鬧。

■滬港經濟
發展協會成
立 30 周年
慶典暨第八
屆執委會就
職典禮，行
政長官梁振
英等出席主
禮，姚祖輝
蟬聯會長，
賓主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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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
京）著名企業家、慈善家、公
益金名譽副會長何鴻燊博士今
日（11 月 25 日)慶賀 94 歲生
日。何夫人藍瓊纓與5位子女
超瓊、超鳳、超蕸、超儀和猷
龍在賀壽之餘，捐出港幣200
萬元予香港公益金，支持由何
博士在2001年創立的「賀禮捐
公益」籌募活動。何鴻燊昨在
女兒們陪同下，將善款支票交
予公益金，冀將這份壽辰喜悅
和福氣與公益金受惠人士一同
分享。

藍瓊纓與5子女捐賀禮
在昨日舉行的捐款儀式上，

公益金籌募委員會主席李慧敏偕聯席主席
李業廣、孫大倫、余錦基，「賀禮捐公
益」籌委會聯席主席林李婉冰及李麗娟代
表受惠人士向何博士送上生日祝福。

何鴻燊：優良傳統薪火相傳
何鴻燊欣然道：「很高興收到太太和子
女這份公益禮物，令我的生日倍添意義。
和諧社會以德為本，希望大家共同發揚為

善最美、助人最樂的社會風尚，將回饋社
會的優良傳統薪火相傳。」
公益金籌募委員會主席李慧敏衷心感謝

何鴻燊及其家人多年來的鼎力支持：「何
博士對公益金的支持從來未有間斷，每年
都慷慨捐款跟我們攜手幫助有需要的人，
令人敬佩。」
何超瓊表示：「我們以父親為榜樣，樂

善好施是我們家庭相傳的美德。香港公益
金每年為逾150間福利機構籌募善款，他
們的工作值得我們慷慨支持。」
據悉，何鴻燊於1973年加入公益金大家
庭，初期擔任籌募委員會名譽顧問，其後
分別擔任董事及40周年籌劃委員會名譽顧
問，40多年來為公益金的籌款活動出謀獻
策。他現任公益金名譽副會長及歷屆董事
委員會委員。在其熱心公益、樂善好施精
神的熏陶下，何超瓊及何猷龍先後加入公
益金，視回饋社會為己任。何超瓊現任公
益金名譽副會長及歷屆董事委員會委員，
何猷龍為公益金董事。
何博士除了長期捐款支持公益金之外，

亦曾多次於公益金的電視籌款節目中演
出，身體力行宣揚慈善信息，其風趣幽默
的演辭令觀眾拍案叫絕，為公益金籌募善
款之餘，更讓節目生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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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鴻燊博士在女兒何超瓊（右二）、何超鳳（左一）及何超蕸（右一）的
陪同下，將港幣200萬元善款支票轉交予公益金籌募委員會主席李慧敏（左
二）等代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
京）全國政協委員、觀瀾湖
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朱鼎
健，日前邀請曾經準確預測
環球變局的世界著名趨勢學
家 及 暢 銷 書 作 家 John
Naisbitt（約翰奈斯比特）及
妻子Doris Naisbitt（多麗絲
奈斯比特）蒞臨東莞觀瀾
湖，共同為其新書《全球大
變局》作中國演講會，逾
400名嘉賓應邀出席，兩位
學者與大家分享中國以及全
球格局，令聽眾對全球未來趨勢有更深了
解，相信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將更有利
城市發展及「中國夢」的實現。
演講會有逾400名聽眾出席，氣氛熱烈。

兩位學者分享中國以及全球之格局，為中國
政府正在推動的「一帶一路」戰略提供了全
球解讀的視角和脈絡，亦使讀者聽眾可以對
全球未來趨勢有更深的了解，預先作好準備，

把握機遇。奈氏夫婦更盛讚觀瀾湖在集團主
席兼行政總裁朱鼎健的帶領下，有望為實現
「中國夢」作出貢獻。
作為世界第一大高爾夫球會，觀瀾湖集

團致力於創造獨一無二的世界級休閒度假
品牌，隨着集團不斷擴展，觀瀾湖亦銳意
帶領世界，除了着重旅遊休閒及商業地產
外，逐漸走向發展文化娛樂和國際教育。

《全球大變局》作者觀瀾湖演講

■世界著名趨勢學家及暢銷書作家奈斯比特夫婦與觀瀾
湖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朱鼎健(右三)及一眾貴賓合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
華）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暨基金
會就職典禮昨假會展中心隆重舉
行。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立法
會主席曾鈺成、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局長蘇錦樑、全國人大常委范
徐麗泰應邀主禮，張華強榮膺新
一屆會長，史立德任基金會會
長，賓主主持亮燈儀式，寓意香
港工業發光、發亮，升級轉型，
蜚聲國際，共創未來。

殷曉靜曾鈺成范太等主禮
張華強表示，他自己加入協會
已10年，協會像一個大家庭，
雖然成員來自不同行業，各有不
同背景、專業和經驗，但都有共
同的特質─「工業家的精
神」。工業家大都「肯捱」，具
備克服困難的決心和毅力，碰上
難關，不屈不撓迎難而上；工業
家有敏銳觸覺，靈活應對瞬息萬
變的營商環境，不斷轉型升級，
與時俱進。工業也是富有「人情
味」的行業，做事講求成效，更
注重細水長流。

張華強「毅行者」工業家
他還分享，自己與太太年初完
成一次撒哈拉沙漠250公里賽
事。上周末還與太太及協會好友
參加「毅行者」，靠隊友的互相
鼓勵與扶持及沿途支援隊伍的補

給打氣，最終完成100公里賽
事。同樣，協會的發展也需要會
員共同推動，希望大家集思廣
益、眾志成城，為業界、為社會
作出更大貢獻。

蘇錦樑：工業融入國家戰略
蘇錦樑表示，香港工業家尤其

年輕一代善於把握時代趨勢，調
整發展模式，代表香港工業界的
未來。香港工業發展藍圖應與國

家戰略融合，「十三五」規劃提
出「創新」、「協調」、「綠
色」、「開放」、「共享」5大
發展理念，創新與共享對香港尤
為重要。

史立德：為工業界培育專才
基金會會長史立德表示，基金

會旨在為本土工業界培育專才，
籌募資金開展各類交流及培訓活
動，務求為在職或有志投身工業

的年輕人提供更多接觸工業的機
會，推動香港工業的進一步向前
發展。他指，近年香港經濟氣氛
不明朗，香港工業因此承受不少
壓力，希望未來同心協力推動會
務，發展經濟，培育年輕一代，
不斷向前發展。
出席的該會首長還包括：卸任會

長兼當然顧問嚴志明、就職典禮籌
委會主席張傑、該會創會會長蔣麗
芸、基金會卸任會長顏吳餘英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
廠商會撥款港幣400萬元予嶺南
大學設立專項基金，支援來自基
層家庭的學生及表揚成績優異的
同學。為紀念與廠商會的友好合
作，嶺大昨日舉行「香港中華廠
商聯合會綜合資訊科技學習中
心」命名典禮，廠商會會長李秀
恒、嶺大校董會主席歐陽伯權及
校長鄭國漢擔任主禮嘉賓，為中
心主持揭幕。

李秀恒：投入教育持之以恆
李秀恒致辭時表示，廠商會創
立超過80年，對教育的投入一
直持之以恆，不但在1964年成
立廠商會獎學金，1976 年及
1984年創辦廠商會中學及廠商會
蔡章閣中學，今年更推出多個培
育年輕人才的項目，包括於6月
帶領62名大專生到天津考察，
並安排他們在「工展會」實習，
暑假亦舉行了「社群共融：多元
路向暑期培訓計劃」，吸引近

180名中學生參與，旨在增進學
生對職場及升學的認識，作出最
適合自己的生涯規劃。撥款捐助
嶺大設立專項基金，因嶺大是香
港唯一奉行博雅教育的大學，該
校培育學生慎思明辨、拓闊視
野、靈活以及承擔社會責任的價
值觀，廠商會深表認同，並期望
為該校的發展盡一分力。他說：

「一名領袖除了廣覽群書、知識
淵博之外，亦需具備崇高人文質
素，才算得上是一名擁有全面卓
越領導才能的領袖，才可獨佔鰲
頭，引領社會向前發展。」
廠商會決定於未來3年分階段

撥出合共港幣3,000萬元捐予本
港各大專院校，進一步支持專上
教育，嶺大便是首間獲廠商會

400萬捐款的大學，捐款會成立
專項基金，支援基層學生，表揚
成績優異學生，資助他們入住宿
舍及到海外學習。
廠商會永遠名譽會長施榮

懷，副會長陳淑玲、吳永嘉、
徐炳光、楊志雄、徐晉暉、吳
清煥、史立德、戴澤良等出席
典禮。

青年工業家協會暨基金會就職

■賓主共同拉杆亮燈，寓意香港工業發光、發亮，萬眾一心，升級轉型。 曾慶威 攝

嶺大廠商會IT學習中心揭幕

■李秀恒（右七）、施榮懷（右六）聯同一眾首長與歐陽伯權（左八）及鄭國漢（左七）一同主持紀念
牌匾揭幕儀式。

梁振英致辭時指出，滬港兩地一直保持緊密而互利
的合作關係，而兩年前成立的上海自由貿易試驗

區在今年擴區，期待滬港之間有更廣泛和更蓬勃的合作
和發展。香港是上海最主要的外資來源地，香港在上海
投資超過1,800個項目，最多是金融業，同時不少上海
企業到香港開業上市，證明香港是上海「走出去」的第

一個平台。他讚揚該會成立30年來一直積極推動滬港
交流合作，尤其是在加強兩地專業人才交流，凝聚在滬
港人港商等方面貢獻良多。

特首勉續促進滬港緊密關係
他舉例指，由該會等多個組織發起、特區政府駐滬辦

支持的「滬港大都市發展研討會」，探討兩地新形勢及
機遇，為兩地合作搭建良好平台。
另外，該會自2009年起舉辦「滬港明日領袖實習

計劃」，協助香港大學生到上海實習，參與領袖訓
練、國情培訓等活動，至今已安排近300名香港大學
生到上海實習。他希望該會繼續努力，促進滬港兩地
交流合作，祝願該會會務蒸蒸日上，迎接更多的30
年。

應勇：滬港經貿合作轉為全面
應勇表示，受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及副書記楊雄的委

託，他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對滬港經濟發展協會成
立30周年表示祝賀，向該會同仁的努力表示衷心感
謝。滬港兩地企業和民間交流越來越密切，而滬港經貿
合作會議更名為滬港合作會議，反映兩地由經貿合作轉

為全面合作。

姚祖輝冀薪火相傳創新猷
姚祖輝致辭時首先感謝歷屆會長及前輩，特別是創會
會長唐翔千及創會副會長劉浩清為該會發展打下堅實基
礎。他承諾將不負眾望，肩負使命，秉承該會30周年
的主題──「薪火相傳，再創新猷」，為滬港共同繁榮
而努力，真正做到滬港一家。
為慶祝成立30周年，協會特意邀請了著名作詞人鄭

國江及作曲家趙文海創作紀念歌曲《新火》，寓意年輕
新一代繼承前輩堅毅精神，憑着自己的幹勁達成目標，
開創輝煌一頁，著名歌手葉麗儀在會上獻唱該曲，賓客
報以熱烈掌聲。而新一屆實習計劃的學生亦在會上分享
心得，獻唱歌曲《同舟之情》，表達與香港邁步向前、
積極創新的願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