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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社總千人春茗歡聚

■ 張 泰 超
（右）向 劉 賜
貴（左）致 送
紀念品，乃
一幅近 1 米
半的「八駿騰
飛」
金畫。
莫雪芝 攝

劉賜貴林武劉江華李國梁等主禮 張泰超致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香港
海南社團總會丙申年春茗宴會昨假九
龍灣展貿中心舉行。海南省省長劉賜
貴，中聯辦副主任林武，特區民政事
務局局長劉江華，海南省副省長李國
梁等應邀主禮。率團來港出席「 海南
（香港）綜合推介會」的劉賜貴強調，瓊
港兩地的合作領域相當廣闊，祈盼兩
地鄉親共同努力，為海南的發展、香
港的繁榮穩定繼續作出貢獻。香港海
南社團總會會長張泰超等瓊籍鄉親及
香港政商界友好近千人濟濟一堂，同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丙申年春茗宴會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丙申年春茗宴會，
，賓主合影
賓主合影。
。 莫雪芝 攝

申慶賀，場面盛大。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會長張泰超在致辭時指，農曆新年
的旺角暴亂事件是一小撮暴徒有組織、有預謀的破

壞社會安寧的刑事罪行，應堅決反對、嚴厲譴責。
他強調，講民主，應以基本法為準則，以
「一國兩制」
為
前提，各抒己見，求大同存小異，但部分人拋開這個準則
和前提，鼓吹偏激本土意識的謬論，蠱惑青少年，製造越
來越激烈的街頭暴動，嚴重破壞香港市民的整體利益。

張泰超：瓊港共享
「一帶一路」先機
他表示，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促使社會繁榮穩定的
硬道理。國家
「一帶一路」
戰略將為香港創造無限商機。香
港與海南地處南海之濱，接連東盟各國，更是「近水樓台
先得月」。海南省委、省政府授予總會設立海南省駐香港

海外高層次人才聯絡站，總會更計劃於2017年在港主辦
第15屆世界海南鄉團聯誼大會，更好服務旅港及海外鄉
親。未來該會更將加大力度協助旅港瓊籍青年在瓊港兩地
創新創業，為總會培養新生力量。
劉賜貴致辭時指，海南 1988 年建省，2009 年定位為
「國際旅遊島」，去年經濟增長 7.8%，財政收入增長
8.7%，2016年1季度，GDP增長仍將超過8%，財政收入
超過10%，保持良好發展。
他強調，海南的發展離不開旅港瓊籍鄉親的關注、關
心和參與。他盛讚旅港海南鄉親在港參與社會事務，處處
體現顧全大局、團結一心、樂於奉獻的新海南精神。

林武讚總會貢獻瓊港交流

林武表示，該會成立4年來，會務發展蒸蒸日上，會員
人數不斷增多，義工隊伍不斷壯大，影響力不斷增強。一
直以來，總會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維護香港繁榮
穩定，支持愛國愛港力量的發展壯大。尤其在香港遭受重
大挑戰時，總會一馬當先，旗幟鮮明，對
「佔中」
、暴力行
為堅決反對，堅決說
「不」
。總會以自身行動得到社會的尊
重，也展示自身的凝聚和力量。
他指，海南人傑地靈、山清水秀，亦是令人嚮往的投
資熱土。希望未來總會繼續為推動香港與家鄉海南在經
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合作作出貢獻。

劉江華冀雙贏造福瓊港人民
劉江華表示，海南素有
「南海明珠」
的美譽，同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博
愛醫院乙未丙申年董事局交代就職
典禮昨假尖沙咀洲際酒店舉行，眾
合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陳李妮榮膺主
席。她稱將延續博愛服務香港 97 載
的精神，與同寅攜手並肩，不負眾
望，繼續推廣博愛各項善業，服務
各階層市民。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民政
事務總署署長（署理）陳積志蒞臨
主禮，社會各界賢達聚首一堂，共
同見證新一屆董事局成員上任。

高永文張肖鷹頒證書
博愛醫院乙未年董事局主席譚姜
美珠致辭總結上屆工作，高永文頒
發乙未年董事局各獎項及為丙申年
■博愛醫院乙未丙申年董事局交代就職典禮，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民政事務總署署長（署理）陳積志蒞臨主禮。莫雪芝 攝
董事局成員頒發選任證書，中聯辦
新界工作部副部長張肖鷹為一眾當年顧問頒發證書， 分別設於三個不同的病房，包括內科及老人科急症病 醫服務及特別護理區，為患病長者提供即時及全面的
陳積志為丙申年董事局主持宣誓就職儀式。
房、內科及老人科康復病房及綜合專科病房。致力發 醫療服務。青年服務方面，計劃於元朗和天水圍舉行
高永文表示，博愛醫院一直以
「博施濟眾，慈善仁愛」 展中醫服務，與醫管局、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 一系列具創意及挑戰性的活動，締造和諧美好的社區
的精神，為不同階層市民提供中西醫療、教育科研、長 學合作營辦 4 間中醫臨床教研中心，舉辦中藥發展研 環境。
此外，博愛歡樂傳萬家、博愛月全港性籌款、博愛
者護理安老等多元化服務，深受社會各界肯定。
討會等。牙科服務方面，將讓更多經濟上有困難但沒
有申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長者提供牙科服務。教育 單車百萬行等籌募活動將陸續舉行。
陳李妮介紹新一屆大計
博愛醫院丙申年第六十七屆董事局主要成員尚包
服務方面，將致力推動「兩文三語」的校本政策，提
陳李妮在就職致辭時表示，博愛醫院新一屆董事局 升學生的中英文水平。面對人口老化問題，博愛醫院 括：副主席彭少衍、李鋈發、吳錦青、簡陳擷霞、李
主要工作包括：醫院服務方面，將新增 114 張病床， 將致力做好長者服務，預留空間提供西醫、中醫、牙 柏成、林群等。

主席設計絲巾 姊妹齊繫顯團結

博愛董事局就職 陳李妮膺主席

這顆
「東方之珠」
可謂互相輝映，隨海南納入國家
「一
帶一路」
重點規劃，香港與海南兩地將有新的合作，關
係會更加密切。
劉江華稱，希望未來該會繼續發揮作用，為兩地發
展締造
「雙贏」
局面。
他指，該會成立 4 年來，以愛國愛港愛鄉為宗旨，
發展迅速，為促進瓊港兩地情誼，推動兩地社會及經
濟發展，造福人民作出積極貢獻。
出席賓主還包括：海南省人民政府秘書長陸志遠、
省委統戰部常務副部長王瓊珠、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王勝，中聯辦社團聯絡部部長李文、九龍工作部部長
何靖、新界工作部部長劉林、港島工作部副部長陳旭
斌，該會署理會長李文俊等。

陳李妮這位當年亞姐冠
軍，於 2009 年加入博愛醫
院，昨日榮登主席寶座，見
其一襲紅色連身裙外加名貴
外套，繫上綠色花絲巾（見圖，李摯
攝），美麗端莊，十足事業女性模樣。
她興奮地向記者透露，今年董事局的女
士絲巾由其親自操刀設計：「今天董事局
女士們都繫上了，個個都好精神，整齊好
睇，體現團結精神。」談及對於新一年的
工 作 ， 她 期 望 以 「serving, caring, sharing」為理念，傳遞關愛奉獻精神，為社會
注入正能量。
■記者 李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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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杭州濱江鄉會成立 楊戌標董建平見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子京）香港
杭州高新區（濱江）
同鄉會成立慶典日前
假九龍香格里拉大酒
店舉行。
杭州市委副書記楊
戌標，市政協副主席
董建平，原新華社香
港分社副社長、原浙
江大學黨委書記張浚
生，中聯辦社會工作
部部長楊茂、社團聯
絡部部長李文等嘉賓
主禮，與眾鄉賢歡聚
一堂，共同見證該會 ■香港杭州高新區（濱江）同鄉會成立慶典，杭州市委副書記楊戌標，市政協副主席董建平等嘉賓聚首一堂。
誕生。顧梓昆榮膺首
屆會長，他表示將團結鄉親，攜手同心共建
此次在港建立同鄉會，是搭建平台以團結 了獨特韻味。
繁榮。
張浚生指，他與香港和杭州都很有緣分、
鄉親，加深友誼並交流信息。同時，同鄉會
當日，出席的重要嘉賓還有：杭州高新區 也將成為高新區居港鄉親溝通區委、區政府 很有感情，今次創立同鄉會，希望兩地能夠
（濱江）黨委副書記俞少平、常務副區長施 的紐帶，並成為連接兩地經濟、文化、人文 達至雙贏。俞少平表示，杭州集吳越文化之
華淼、區委統戰部部長余靜漪，中國人民銀 的橋樑。他最後表示定當不負厚望，將恪盡 大成，既有吳文化的精緻，也有越文化的開
行貨幣金銀局巡視員陳寶山、中聯辦經濟部 職守把同鄉會辦成一個有凝聚力、充滿友 放，他希望同鄉會能夠傳遞鄉音鄉情，造福
處長徐森、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副董 情、有號召力的地方。
桑梓，成為可以寄託鄉愁的精神家園。
事長兼總裁岳毅、香港達利集團董事會主席
香港杭州高新區（濱江）同鄉會的首屆主
張浚生俞少平勉傳鄉情
林富華、大公報副總經理田志偉、文匯報副
要成員還包括：名譽會長徐起綱、鄭浙民、
總經理姜增和等。
楊戌標、張浚生及俞少平異口同聲地肯定 沈墨寧、邊亦平、戴雲法、嚴志明、孫達
了同鄉會的成立。楊戌標表示，同鄉會的成 山、沈培鴻、楊靈、馬仁德、陳征、朱文
會長顧梓昆致辭 加強對港溝通 立，使濱江鄉賢加入了新集體，杭州旅港同 彤、莊凌雲，副會長章華、徐祖力、華迪
心、顧傑、黃華俊、陳培祥、謝福民、吳
顧梓昆致辭指，杭州高新區（濱江）是杭 鄉會又增添了新成員，可喜可賀。
另外，杭州不僅山清水秀，亦是創新沃 偉、王心琰、吳瑞康，副會長兼秘書長魯幸
州社會事業發展最快、經濟總量處於領先、
土，在歷史與現實的交織中，給世人呈現出 民，副秘書長徐悅鳳、莫雨珍、王貴輝等。
企業科技含量最高的主城區。

■蕭曾鳳群等西區婦女會首長與麥穎忠醫生於午餐演講會後合影。

鄭群 攝

西區婦會辦防治腸癌講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
港西區婦女福利會昨於銅鑼灣富豪
酒店舉行委員午餐會，特邀香港中
文大學威爾斯親王醫院外科學系助
理教授麥穎忠（外科學系結直腸外
科），以「腸癌預訪與治療及造口
手術」為題，以圖文並茂形式，向
大家簡明扼要講解腸癌診斷、治
療、存活及預防等知識，並以視頻
圖像顯示腸癌手術過程，以及最新 ■左起：關陳秀琼、蕭曾鳳群、麥穎忠、江馬
鄭群 攝
的機械人手術治療情況。他強調早 麗貞、麥黎玉儀合影。
期篩檢普查是預防腸癌的最有效方法， 此該會有機會邀請他在百忙之中抽空為
建議在 50 歲或以上沒有大腸癌病徵的人 大家演講。她盛讚麥醫生年輕有為，在
士進行定期檢查，如每年一次大便隱血 英國行醫多年，醫術高明，今獲邀返港
測試，每 5 年一次乙狀結腸鏡檢查，每 加入威爾斯親王醫院服務香港市民，是
10 年一次大腸鏡檢查，以可達到防患腸 港人之福。她並感謝麥氏深入淺出的專
癌機會。
業演講，令大家對腸癌有全面深入的了
解，獲益良多。
蕭曾鳳群讚麥醫生講癌深入淺出
香港西區婦女會會長江馬麗貞，西區
香港西區婦女會主席蕭曾鳳群透露麥 婦女會關啟明紀念松鶴老人中心主席關
穎忠為該會副會長麥黎玉儀的愛兒，因 陳秀琼等數十名首長出席了午餐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