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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以來，香港能渡過一次又一
次的經濟難關，就是依靠中央的有力
支持和香港人自強團結的香港精神。
旺角暴亂事件，已動搖香港的法治精
神，希望法庭嚴懲這群暴徒，以免助
長暴力蔓延。同時，香港作為參與國
家「一帶一路」建設的主力軍，應充
分發揮在人才、專業、法律、人脈網
路等方面的優勢，擔當起國內與國際
市場的「超級聯絡人」，共同攜手建
設一條和平創富的康莊大道。

▲廣東社總
副主席何毅
強

香港經常在「全球最安全城市」排
行中榜上有名，但旺角暴亂事件，嚴重
影響香港的國際聲譽。我在澳洲生活多
年，感受到自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
一路」政策後，包括英國、歐洲、澳洲
以致東盟等國家都積極參與，彰顯了「合
作共贏」的硬道理。只要大家團結一心，
凝神聚力，配合中央「十三五」規劃及
「一帶一路」的國家政策，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抓緊機遇，與祖國攜手努
力，實現共榮共贏。

▲廣東社總
副主席余錦
坤

旺角暴亂，暴徒們的行為破壞了香
港社會安寧，踐踏了法治，是絕對不可
以接受的。在當今複雜多變的大時代，
面對機遇和挑戰，廣大巿民應以新思
維，團結包容，關心社會事務，自我提
升，提高香港的競爭力。同時，今年9
月是全港立法會選舉，為讓香港能走正
路、讓巿民能安居樂業，大家應堅決把
那些攪亂香港、攪亂國家、不理香港巿
民生死的反對派議員趕出立法會，令香
港重拾往前邁進的動力。

▲廣東社總
副主席楊育
城

▲廣東社總
副主席吳華
江

國家的「十三五」發展規劃明確
指出要提升香港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
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所以香港應
該要抓住「一帶一路」的發展機遇，
維持社會的穩定，做好內地與外國之
間的溝通橋樑。同時，香港亦應該盡
力避免旺角暴亂事件的再次發生，讓
廣大市民的生活不再被綁架。社會和
諧是安居樂業的根本，而法治的公平
公正是香港的魅力所在，暴力行為應
該受到懲罰。

粵港兩地地緣相近，人緣相親，嶺南

文化一脈相承。兩地在社會、經濟等各方

面關係密切、優勢互補、互相依存。一年

多前，總會在拜訪胡春華書記的時候，我

們就致力推動粵港攜手發展、培養愛國青

年人才，以及香港在國家發展中所擔當的

角色等多方面，作出深入探討。在此之

後，總會與廣東省委相關部門一直商討各

類型合作機會，從未間斷。「尋找家鄉的

故事」，就是拜訪活動之後的延續。

認識家鄉 了解祖國 成就發展
2016年1月初，我們再度專程赴廣州拜

訪廣東省青年聯合會，雙方落實了如何共

同組織粵港兩地青少年的互相交流學習問

題，其中香港的青少年，則分別前往各自

家鄉認識鄉情，並進而認識祖國，瞭解祖

國的社會情況和發展成就。同時，增進粵

港的交流和聯繫。遂決定合辦「尋找家鄉

的故事」活動系列。

活動系列之一的主題為「認識家鄉的過

去、現在、未來」。此活動準備組織香港的

粵籍中學及大學生2000－2500名，前往他們

的家鄉進行參觀交流，探尋自己的根源，體

味家鄉的風情，瞭解長輩對故土的深厚感情，

進而加強粵籍鄉親的凝聚力。

和衷共濟 發揮優勢 合作共贏
我們希望通過「尋找家鄉的故事」活動

系列，加強總會與廣東省21個地級市在港社

團的聯繫，加強總會與廣東省青年聯合會的

聯繫，加強廣東省21個地級市在港社團與廣

東省21個地級市的聯繫，形成三位一體的溝

通平台，並且利用這個大平台開拓「一帶一

路」和「民心相通」的工作。

香港無論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還

是推進民主發展，都要講法治，都需要有

一個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這是香港的根

本利益所在。希望社會各界，把握機遇，

發揮優勢，和衷共濟，共同維護香港的繁

榮穩定，促進粵港的全方位發展，齊心建

設我們共同的家園，讓這顆「東方之珠」

更加璀璨奪目，充滿活力。

同心同根 凝聚力量 廣東社總發放正能量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於3月4
日會見港澳全國政協委員，共商國是。多位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發言時都提及旺角暴亂及
法治問題。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廣東社團總
會（下稱總會）主席陳永棋首位發言，他提
出了多項針對香港現實情況的提議，包括指
出香港少數激進分子不斷鼓吹「本土主
義」，借一些事件挑撥兩地關係，嚴重影響
社會穩定，旺角暴亂是典型例子。

陳永棋認為，導致上述情況的原因包
括：「本土主義」思潮泛濫，誤導不少年青
人。此外，香港經濟無新的動力，部分港人
對內地有誤解，認為中國的一切都是負面
的。另外，香港經濟結構單一，年青人向上
流動的機會減少，導致對香港的社會現狀不
滿，把一切責任推向政府。他建議愛國愛港
陣營要加強團結，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化解社會矛盾。

在會上，陳永棋還希望國家採取多種形
式支持兩地青少年交流，制定相關政策，鼓
勵香港青少年到內地念書、就業和創業，促
進人心回歸。同時，希望中央繼續在經濟上
推出更多有利於香港發展的政策，例如落實
深港通、在香港設立亞投行分行、進一步向
香港服務業開發內地市場、支持香港旅遊業
和金融業。

陳永棋：國家「一帶一路」
香港充當橋樑

陳永棋表示，香港具有獨特的優勢，在
國家「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中，可以發揮優
勢，充當橋樑作用，共同走出去。「十三
五」規劃對香港來說是很大的發展機遇，尤
其是香港作為經濟金融中心，在融資上可以
幫助國家發展，使香港民生更加好。

事實上，在出發赴北京開兩會前，陳永
棋在總會新春團拜（2月18日）時指出，旺
角暴亂事件令人髮指，暴徒每拋出一塊磚、
打傷一個警員，都是在衝擊香港法治底線，
毀壞香港一直引以為傲的法制，令香港的國
際形象備受影響。

他強調，香港無論是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還是推進民主發展都要講法治，都需要
有一個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這是廣大香港
市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但自從政改方案被否決後，香港反對派
對抗更加嚴重，利用立法會「拉布」，嚴重
影響政府的施政成效，造成了惡性循環。他
希望反對派議員，要以大局為重，不要「拉
布」，因為香港是大家的，不應只為政黨利
益。立法會議員應支持香港特區政府集中精
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支持警隊、維護法
治。

梁亮勝：香港從不缺機遇
前途靠自己打拚

總會常務副主席梁亮勝指出，作為一名港
區的全國政協委員，由衷感到中央對香港真心
實意的關懷，這種機遇並非「理所當然」，事
實上是一種有意的政策傾斜。但一如香港過去
發展所遇到的情況，香港從來都不缺機遇，缺
的只是落實機遇的推動力、參與度、執行力。
國家看到香港的優勢，香港沒有理由輕易浪費
這種機遇。「香港有很好的營商環境，只要奮
力拚搏就能取得好的經濟成果，年輕人應該奮
發向前，正面地看待社會，做正面的事，前途
是自己打拚出來的」。

簡松年：維護法治保穩定
背靠祖國享優勢

全國政協委員、總會會長兼秘書長簡松年
呼籲廣大巿民，要堅定信心不動搖、抓住機遇
謀發展，維護法治保穩定。身為律師的他又強
調，法治是香港長久以來的核心基石，要保持
法治，香港才得以穩定，並要對國家發展有信
心；同時，對「一國兩制」也要有信心。香港
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發展上有着優勢，是「近
水樓台先得月」。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區域貿
易樞紐，香港充分利用「一帶一路」戰略機遇
及政策支持，把握各項專業領域提供的發展良
機，必定大有可為。

大年初一晚，全港本應沉浸在濃濃的節日氛圍裏，但凌晨旺角的一場暴亂，徹底攪擾了農曆新年應有的祥和
和寧靜。不僅讓多數港人徹夜難眠，也嚴重踐踏香港社會的法治核心價值。在香港愛國愛港重要社團香港廣東社
團總會，心繫國家熱愛香港的眾首長們，無論在新春團拜酒會或在北京開兩會時，都盡心盡力提出精闢的意見，
目的只求香港不再停滯不前、不再紛擾不斷，大家共同攜手建設繁榮穩定的香港。

▲廣總新春團拜賓主共同舉杯祝福香港明天更好

▲陳永棋主席

▲梁亮勝常務副主席

▲廣總「尋找家鄉的故事」啟動禮大合照

2014年9月19日，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陳永棋上任僅兩個多月，即帶領粵籍21個地級巿社團首長，拜訪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等省委
領導，提出「結盟」、「尋根」、「培訓」等三項促進粵港兩地青年發展的新建議，即席獲胡春華書記首肯全力配合和支持。

2016年2月24日，香港廣東社團總會與廣東省青年聯合會在香港合辦了「尋找家鄉的故事」活動系列啟動禮。陳永棋主席表明每年準備組織2500名香港的
粵籍青年學生回鄉「尋根」，繼而跨區「結盟」及「培訓」，形成三位一體大平台，開拓「一帶一路」和「民心相通」的工作。「尋找家鄉的故事」啟動，印
證了陳永棋主席執掌總會帥印做好青年工作的承諾，帶領總會屢創新台階。同時，讓香港這顆「東方之珠」更加璀璨奪目，充滿活力。

▲2014年9月19日，陳永棋（左）與胡春華探討兩地青年發展議題 ▲2016年2月24日，廣總「尋找家鄉的故事」啟動

全體上下一心 地級總會爭先出發
總會全體成員都認識到這次系列活動意

義重大。同時，得到廣東省青年聯合會的大

力支持，得到21個地級市各社團的積極響

應參與，本來計劃是今年五月份才組團出

發，但地級梅州社團總會早已響應號召，組

織200名18至29歲的青年，將於3月25至28

日前往梅州交流考察，多項活動都緊張地組

織籌備之中。

設立獎學金 建總會品牌活動
我們為讓青年人更多的瞭解家鄉的過

去、現在和未來，更加積極投入到這次系列

活動，決定設立「尋找家鄉的故事」系列活

動獎學金。以每一個訪問團為單位，青年人

可以在系列活動過程中，創作緊貼主題、意

義深刻的攝影作品或文章參加比賽，總會將

成立評審小組進行評選，評出成績優異者將

獲得獎學金。我們全體成員高度重視「尋找

家鄉的故事」，定必上下一心，團結一致，

將活動辦成總會的品牌項目。

事實上，當時陳永棋主席帶領我們拜訪了

廣東省委、省政府，省委統戰部及省僑務辦公

室，全程受到高規格接待。就青年工作方面，

我們雙方共探討了三大範疇，分別是：一、總

會希望與廣東省青年聯合會合作，結成聯盟，

研究兩地的義工服務和人才培訓：培養愛國青

年人才，促進粵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二、

以總會青年委員會為平台，與內地21個地級

巿的青年聯合會，及香港21個地級巿的青年

組織組成一個青年工作同盟，藉此團結在港的

廣大粵籍青年。三、總會的青年委員會準備組

織一個「尋根活動」，組織年輕人到自己的出

生故鄉考察及參觀，增進青年對祖國的認識，

促進社會融和。「尋找家鄉的故事」是體現了

我們總會繼續秉承和弘揚愛國、愛港、愛鄉的

優良傳統，不斷加強與廣東的溝通與聯繫，積

極參與、推動粵港合作，共同推動國家的發展。

尋找家鄉的故事活動系列
工作架構

主 席：陳永棋 梁亮勝 簡松年

執 行 主 席：梁亮勝

執行副主席：馬鴻銘 楊育城 吳華江 王文漢

余錦坤 何毅強 楊國輝 林凱章

秘 書 長：馬鴻銘

執 行 委 員：（排名不分先後）

▲廣東社總
常務副主席
林光如

法 律 顧 問：簡汝謙

工 作 小 組：（小組統籌：楊國輝）

公關宣傳部 總監：王文漢 楊國輝

人力事務部 總監：馬鴻銘 何毅強

活動設計組 總監：楊育城

獎學金評選組 總監：吳華江

資料收集組 總監：林凱章

財務審批組 總監：余錦坤

活 動 秘 書：香港廣東社團秘書處

香港韶關同鄉聯誼總會

香港深圳社團總會

香港珠海社團總會

香港汕頭商會

香港佛山社團總會

香港佛山工商聯會

四邑會所

香港湛江社團總會

香港茂名同鄉總會

肇慶雲浮各邑同鄉總會

香港惠州社團聯合總會

香港客屬總會

香港嘉應商會

香港梅州聯會

官天佑

譚文輝

甘耀成

吳漢忠

李豐年

蘇悅榮

孫明微

黃敬舒

黃錦豪

蔡立基

簡汝謙

張宏基

林厚平

香港中山社團總會

香港廣東汕尾市同鄉總會

香港河源社團總會

香港陽江工商聯合會

香港清遠社團總會

香港東莞社團總會

香港潮州商會

香港九龍揭陽同鄉總會

九龍東潮人聯會

香港社區網絡

香港陽江青年總會

香港梅州社團總會

湛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簡子欣

陳沛穎

高博豪

羅耀銓

麥國基

朱俊浩

馬鴻銘

楊俊宣

吳光霖

曾廣榮

莊守堃

侯 軍

葉世平

▲廣東社總
常務副主席
吳惠權

▲廣東社總
常務副主席
鄧祐才

香港回歸之後，特區政府施政
舉步維艱，反對派處處制肘，反對
的聲音過大，令到主事的人分心應
付，導致工作分神，不可以全力以
赴。而難得中央政府有一個高瞻遠
矚的「一帶一路」策略，這是香港
難得的機遇。香港企業過往沒有國
家作為後盾，做不到大生意，現在
有國家政策可以配合，香港只要利
用優勢抓住機遇，以強化自身競爭
力，可以得到好的發展。

香港是一個開放、自由的城市。
法治是這座城市的核心價值。香港的
開放和自由，都建立在法治的基礎
上。旺角的暴亂事件，自從『佔中』
後，政府拉人（法庭）又放人，無形
中令暴徒行動更升級，對香港法治造
成一定的衝擊。作為全國政協委員，
我將在「兩會」期間，建議中央政府
在內地設立「港澳青年創業基金」，
希望幫助港澳青年到內地創業，讓他
們了解國家，及找到發展機會。

大年初一晚一群有組織有預謀的
暴徒，打着「本土」的幌子，煽動和
分化港人。在旺角區目無法紀踐踏香
港的法治，破壞社會秩序，漠視經濟
民生，肆意破壞和搗亂，造成流血事
件，嚴重破壞香港的國際形象，直接
影響香港的經濟發展和市民安居樂
業，民心受挫，民生受損。有關政客
不要再維護和縱容不法之徒一而再破
壞香港利益，法庭必須嚴懲暴徒，以
期根治問題，共同守護和捍衛香港。

香港有一個優勢是任何地方也取
代不了，就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
中國的發展一步一腳印地往前邁進，
現走在世界的前列，而自內地改革開
放以來，香港憑著獨特的優勢，都可
以飲「頭啖湯」，從中推進社會發
展。只要「泛民」議員能夠以香港整
體發展為重，停止「拉布」，國家現
推行「一帶一路」的大策略，只要我
們做好「橋樑」的作用，必定大有可
為。

▲廣東社總
常務副主席
龔俊龍

旺角暴亂，暴徒自制盾牌與警方
對抗，顯然是「有備而來」，無論如
何都不可能是「偶發」，如果把整件
事抽絲剝繭，我們不難發現，年青人
是被人利用做出一些不法的社會行
為，問題相當嚴峻。當務之急，除嚴
懲這群暴徒目無法紀的暴力行為外，
還要做好青年工作，所以我們以後會
多做「雙向」和「落地」的工作，使
內地和香港的青年或商界多些互動交
流，加深彼此的認識。

▲廣東社總
常務副主席
馬鴻銘

旺角暴亂是損人不利己的行為，
法庭必須嚴懲暴徒。「十三五」時
期，國家的實際經濟總量將接近乃至
最終超越美國，從而成為全球第一大
經濟體，而對於香港青年人來說，關
注「十三五」，並非簡單的「關心國
是」，而是可借此「前瞻」國家發展
的重大機遇，早謀先機，為自身的發
展乃至為香港與國家，發揮獨有的矚
目作用。

▲廣東社總
榮譽主席王
國強

▲廣東社總
宣傳部副主
任簡植航

香港用幾代人的時間去建立一個
「好客之都」，一夜暴亂對我們的家
園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年青人只在
網絡平台「集非成是」，「歪理」變
成「真理」，假民主真搗亂。旺角暴
亂傷害香港共融、和諧、安全的環
境，影響香港形象。我們大家一定要
向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行徑說不，向
一切暴力行徑說不。

▲廣東社總
新東地委副
主席鄭倫光

香港處於「一帶一路」的獨特位
置，具有不何代替的優勢。香港是歷
史悠久的國際大都市，特別是作為自
由港的特殊功能和優勢始終沒有改
變。同時，香港也是眾多國際機構、
公司及決策人士作為管理其區內業
務、人才與資金的平台，可以在協助
內地融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
濟開發合作中擔當重要的中介角色。
希望廣大港人，共同擔負起協力振興
中華和家鄉發展的歷史使命，為「一
帶一路」建設貢獻力量。

▲廣總首長於大年初四到灣仔警署總部慰問警員

▲廣總首長於大年初四到旺角警署慰問警員

「尋找家鄉的故事」粵港相通

建言獻策重拾香港穩定和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