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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領袖峰會 社企關愛頒獎
吳克儉劉怡翔鈴木章黃鳳嫺主禮 蔡冠深等13人得獎

■鈴木章頒發獎項證書予蔡冠深（左）。

潘達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
「諾貝爾獎學人系列：未來領袖峰
會暨社會關愛企業計劃頒獎典禮」
昨日假香港洲際酒店舉行，特邀教
育局局長吳克儉、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副局長劉怡翔、諾貝爾獎學人鈴
木章教授、消費者委員會總幹事黃
鳳嫺等蒞臨主禮。獎項包括「亞洲

■未來領袖峰會暨社會關愛企業計劃頒獎典禮，賓主主持啟動儀式。

社會關愛領袖獎」、「綠色社會關

吳克儉感謝工商團體貢獻教育

愛獎」、「社會關愛企業獎」3 大

吳克儉致辭時表示，獎項是對企業和領袖在環境社區
保護、建立良好勞工標準、反貪腐等領域的充分肯定。
獎。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等 13 位商
他感謝各大工商專業團體在教育事業方面貢獻良多，
界及學術界名人獲「亞洲社會關愛 透過參與商校合作計劃，為學生安排事業探索活動，讓
領袖獎」。獎項旨在鼓勵個人及企 學生獲得專業資訊的同時，了解企業運作，建立正面的
工作態度和價值觀。

業在建立良好商業運營模式的同
時，傳遞關愛，履行社會責任。

蔡冠深：新華擴展多元化領域

潘達文 攝

諾貝爾獎學人鈴木章向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頒發
「亞洲社會關愛領袖獎」證書。蔡冠深分享獲獎感言
時表示，新華集團充滿了企業家的熱情與願景，現正
不斷擴展多元化領域，涵蓋海鮮、房地產、金融服
務、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媒體等領域，跨越中國內
地、日本、東盟多國、北美、歐洲、澳洲，業務水平
不斷提升中。
事業成功的同時，新華致力回饋社會。為此，他成立
了新華基金及蔡冠深基金，除了經營慈善事業外，在教
育、科技、藝術、文化等公共服務方面也出心出力。他

保良局換屆 主席郭羅桂珍就職

指除了在世界不同地區興建學校及培訓基地外，亦在越
南、日本、中國內地、法國、英國、加拿大等地興建文
化中心，旨在讓大家欣賞及感受各國文化之美，締造和
諧氣氛。
社會企業研究所及亞洲知識管理學院為本次活動主
辦機構，「亞洲社會關愛領袖獎」尚包括金朝陽集團
有限公司主席傅金珠、時富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關百豪等 13 人；華潤電力、嘉華國際等 14 間企業榮獲
「綠色社會關愛獎」；金朝陽集團、蘭桂坊集團、
UA cinemas 等 26 間企業獲「社會關愛企業獎」。

姜在忠會見馬利一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保良局乙
未及丙申年董事會交代就職典禮昨日假保良
局總部舉行，保良局丙申年主席郭羅桂珍等
新一屆董事會成員就職。

劉江華張建宗主禮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張建宗主禮，特區多位政府長官、社會賢
達、善長、前賢及友好數百人出席。

朱李月華報告任內服務

點放在培育下一代及「老有所依．殘病有
望」。她說，保良局肩負培育下一代全人發
展責任，丙申年董事會將推出「青年創業基
金」，讓青年一圓創業夢想，並建立人脈網
絡，成為人生重要資產。

今年增設健康中心醫療車
「老有所依．殘病有望」是保良局重點服
務範疇，保良局灣仔交加街安老院舍及黃竹
坑醫院療養服務預計即將營運。該局並計劃
今年設立第二間綜合健康中心及流動專業治

五華鄉總會董會就職聯歡

■香港五華同鄉總會第七屆會董會就職典禮暨聯歡宴會，賓主合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萬寬）香港五華
同鄉總會第七屆會董會就職典禮暨聯歡宴
會，日前假北角富臨皇宮舉行。

李金元向曾慶膽頒選任證書
主禮嘉賓梅州市政協主席李金元向會長曾
慶膽頒發選任證書。大會筵開 80 餘席，旅港
五華鄉親及來自梅州、五華、深圳、廣州、
澳門等地友好社團首長、政經領袖逾千多人
歡聚一堂，場面和諧喜慶。
宴會冠蓋雲集，主禮嘉賓還包括梅州市人
民政府秘書長朱國城、五華縣縣長吳暉、行
政會議成員廖長城、香港梅州聯會會長余鵬

邵萬寬 攝

春、五華縣政協主席鄧伯錦、五華縣統戰部
部長甘飛鴻等。
曾慶膽致辭時表示，建設美好香港是旅港
鄉親的共同心願和責任。為了保持香港繁榮
穩定，為了一如既往地支持國家建設和關心
家鄉福祉，鄉親需要攜手各盡所能，在各自
領域和行業作出新成績和新貢獻。
他強調，該會堅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反對一切破壞香港、分裂香港的可恥行
為，希望鄉親為祖國、為建設美好香港和家
鄉而努力。他表示，國家和香港今天的繁榮
和強大昌盛，是中華民族一代代人的努力，
希望大家珍惜愛護。

莫雪芝 攝

療車，為社區提供更全面的安老、療養、醫
療及特殊兒童照顧服務。
郭羅桂珍強調，保良局董事會將在未來一
年全力以赴，期望各界友好及廣大市民繼續
支持，一同造福社群。
保良局丙申年董事會成員包括主席郭羅桂
珍，副主席陳細潔、蔡李惠莉、馬清楠、何
超鳳、羅梁芷珊，總理林潞、陳正欣、龐董
晶怡、陳黎惠蓮、黃偉傑、朱文忠、李何芷
韻、譚毓楨、吳士元、顧東華、曹貴子、鄧
宣宏雁、何猷亨、林承毅。

廖長城余鵬春吳暉致賀
廖長城指，晚宴上五華人濟濟一堂一家團
聚，正是香港這大家庭現時需要的融洽，合
作團結推進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他希望鄉
親把握國家發展機遇，發揮香港優勢。
余鵬春對新一屆會董會表示祝賀，感謝五
華同鄉總會一直以來對梅州聯會的支持。該
會將舉辦多個大型活動，離不開五華鄉親的
參與。他表示，立法會拉布令香港發展落後
於周邊地區，希望 9 月立法會選舉，鄉親選
出真心為香港發展的議員。
五華縣縣長吳暉讚揚該會自成立以來，秉承
辦會宗旨，為鄉親搭建溝通平台，同時在支持
家鄉建設發展、傳播鄉音鄉情，以及捐資辦學
扶貧濟困等公益事業方面，作出了積極貢獻，
贏得了家鄉人民和社會各界廣泛讚譽。旅港鄉
親濃厚的赤子之心、桑梓情懷，極大地激發了
家鄉人民加快發展的信心和決心。
香港五華同鄉總會第七屆會董會主要首長
尚包括，副會長吳彩華、胡國輝、古達祥、
周智聰、陳長有、李國華、李茂安、吳偉
倫、李盛能、曾斌、張菲娜、李灼金、李立
新、何嘉明、張惠龍、曾偉瓊，秘書長李乃
英等。

文昌鄉會春茗暨周年晚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
華）香港文昌同鄉會第一屆春茗
暨周年晚宴，日前假旺角倫敦大
酒樓舉行。

黃鑫韓英偉符政張泰超李文俊等主禮
中聯辦社團聯絡部副處長黃鑫，
海南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
韓英偉、省委統戰部對外聯絡處調
研員符政，香港海南社團總會會長
張泰超、署理會長李文俊等應邀主
禮，與該會會長符文靜、創會會長
韓曙光等聚首一堂。

符文靜：鄉會今後5年回鄉興學
符文靜表示，過去一年，該會
以敬老、愛幼、愛國愛港愛鄉為
創會宗旨，舉辦多項活動，包括

中秋敬老、三八婦女節等，
致力服務父老鄉親，是聯絡
香港文昌人的紐帶。她指
2016 年是意義非凡的一年，
旅港文昌鄉親將積極參與香
■香港文昌同鄉會春茗暨周年晚宴，賓主合照。
港各項社會事務。她透露，
該會計劃從今年起，每年回家鄉 明該會是愛國愛港好社團，也是 定、家鄉各項建設，以及瓊港
兩地各領域交流合作，作出積
文昌參與教育慈善活動，計劃每 愛鄉、建鄉好社團。
他指，香港的民生、穩定和發 極貢獻。符政希望該會再接再
年捐款 20 萬元人民幣，持續 5
年。她呼籲旅港鄉親多回家鄉投 展，關係到每一位在座各位鄉 厲，宣傳家鄉、推介家鄉、服
資捐獻，多參與香港社會事務， 親，以及香港廣大市民利益，希 務香港，為兩地發展作出更大
望鄉親善用手中選票，支持愛國 貢獻。隨後，晚宴為傑出義工
為兩地發展貢獻力量。
黃鑫期望該會為香港社會繁榮 愛港候選人進入立法會，為香港 頒獎，由「文昌億嘉瓊劇團」
獻上精彩文藝表演，並設有抽
穩定，為香港和文昌經濟社會文 社會作更大貢獻。
符政讚揚該會同心協力、團 獎環節，氣氛溫馨熱鬧。
化等交流發展作貢獻。
出席嘉賓還包括：旅港海南同
張泰超表示，該會成立以來， 結進取，敢於擔當，發揚愛國
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支 愛港愛鄉優良傳統，成為愛國 鄉會會長林青，香港知青聯會會
持海南社團總會活動，用行動證 愛港重要力量，為香港繁榮穩 長韓陽光等。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右三)前天會見中國互聯網發展基金會
理事長馬利(左三)一行。大公報總編輯賈西平(左二)、文匯報副總編輯尹樹廣
(右一)陪同會見。

匯演獻愛心 群星勉做義工

保良局乙未年主席朱李月華致辭時，報告
任內開拓計劃及推行服務，包括成立李樹福
創意科技教育發展基金、開辦國際學校計
劃、規劃李兆基青年綠洲、拓展醫療服務
等。這些善業都是保良局以愛傳承，凝聚各
界善長及合作夥伴的成果，藉此幫助有需要
者。
丙申年主席郭羅桂珍表示，本屆董事會必
定把善業傳遍千里，與社會各界共同締造美
麗人生。她介紹未來發展方向，會把工作重

■保良局舉行乙未及丙申年董事會交代就職典禮。

■「匯演群星獻愛心」啟動禮，賓主及藝員義工獻出愛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萬
寬）由匯演藝能發展中心、香
港東區婦女聯會聯合主辦的
「 匯 演 群 星 獻 愛 心 」
2016-2017 大型義工活動，昨
日假西灣河協青社賽馬會大樓
禮堂舉行啟動禮。「匯演群星獻愛心」
為匯演藝能發展中心一項持續整年的大
型義工活動，希望透過組織演藝界明星
走進社區，藉着他們的知名度及影響
力，吸引市民支持和參與社區活動，共
建美好社區。

區子君莊戰馮翠屏等主禮
啟動禮邀來東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區子君、東區及灣仔區助理福利專員
林綺梅、 匯演藝能發展中心會長莊
戰、匯演藝能發展中心主席陳影彤、
香港東區婦女聯會主席馮翠屏、香港
東區婦女聯會永遠榮譽會長丁毓珠、
西灣河居民協會榮譽會長何猷亨等蒞
臨主禮，藝員林小湛及 BOP 天堂鳥獲
委任為愛心大使。

陳影彤林綺梅致辭
陳影彤致辭時表示，匯演藝能發展中
心成立以來，一直積極推動義工社會服
務，透過參與和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
服務社會、扶助弱勢社群，令人與人之

邵萬寬 攝

■藝員義工
到老人院舍
探訪，與長
者玩遊戲、
派福袋。
邵萬寬 攝
間更和諧地共處。為進一步推廣義工服
務，該中心舉辦「匯演群星獻愛心
2016-2017 」系列活動，組織演藝界明
星藝人參與社區服務，藉着明星藝人的
知名度及影響力，推廣義工精神，鼓勵
更多人投身義務工作。
她指「手牽手建立更美好社區」是
本年度系列活動主題， 該中心計劃一
年內除了探訪老人院，舉辦免費剪髮
服務，捐贈生活物品、節日食品等傳
統服務外，希望與有關機構展開創新
活動，以配合現今不同社區的獨特需
要，更好地推動義務工作發展，把關
愛和助人精神傳遞到社區，同時使更
多藝人及市民參與推廣義工精神，加
入匯演群星獻愛心團隊，共同服務社
區，促進社會和諧。
林綺梅指，香港東區婦女聯會一直以
來關注婦女事務，致力推動和参與社區
活動，服務和支援弱勢社群不遺餘力。
她表示，香港義務工作發展歷史悠
久，1998 年以來，義務工作由第一層次
發展至第三層次，鼓勵義工把義務工作
變成核心價值，把做義工的心意作為生
活態度。
啟動禮上，馮翠屏致謝辭，感謝藝
人、義工共同參與，以及各友好機構支
持。儀式結束後，藝人即時探訪老人院
舍，與長者玩遊戲、派福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