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屆「國際慈善及社企周」匯港
9月會展辦三大論壇 分享「香港故事」「亞洲經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

麗）香港作為亞洲慈善大都

會，今年9月21日至27日將

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首

屆「香港國際慈善及社企周

2016」，一周活動集結三大

國際論壇，將聚集來自全球

慈善及社企業界領袖，及國

際專家學者、義工、企業及

政府代表，透過「香港故

事」、「亞洲經驗」分享交

流，深入討論城市共同面對

的挑戰，分析社會發展議題

和案例，為更好造福人群注

入更多新思維和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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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誕辰150周年展」11月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今年11月

適逢孫中山誕辰150周年，兩岸四地及海
外將舉辦多項紀念活動。香港友好協進
會、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各界文化促進
會、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將聯同
香港各界於11月在港隆重舉辦「香港各界
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 周年大型展
覽」，學習、繼承和發揚孫中山的愛國思
想、革命意志和進取精神，進一步團結海
內外中華兒女同心實現「中國夢」。
展覽開幕式定於11月9日下午在香港中

央圖書館展覽館舉行，11月10日至22日開

放予公眾免費參觀。
展覽發起團體及發起人於日前在香港中

華總商會舉行籌備委員會工作會議，發起
機構首長戴德豐、楊釗、劉宇新、譚錦
球、李國強、魯夫，中聯辦宣文部處長彭
婕等出席。會議商定籌委會組織架構框架
和具體落實措施。香港友好協進會、香港
中華總商會、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中國
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等發起機構稍後
將廣泛邀請全港大小社團參與主辦和協
辦，邀請社會知名人士及各界代表組成主
席團，發動青少年、學校師生參與相關活

動，同心合力辦好今次展覽。

董建華梁振英張曉明任榮譽主席
今次展覽料將成為香港最大型孫中山誕

辰150周年紀念活動，籌委會涵蓋香港政
商學界領袖及重要社團機構，精英雲集，
並邀請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行政長官
梁振英、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出任榮譽主
席；特區政府官員及多位代表出任榮譽顧
問、顧問、榮譽贊助人、主席團主席、主
席團成員等，主辦團體達三十多個。
特區政府積極支持今次活動，香港歷史博物

館參與統籌，教育局將積極配合宣傳和鼓勵各
校師生參觀。大會並將與孫中山家鄉中山市有
關方面加強合作，香港展覽後將移師內地多個
城市繼續巡迴展出，以擴活動影響力。■左起：李國強、彭婕、戴德豐、楊釗、劉宇新、譚錦球、魯夫於會議上合影。

活動主辦方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社會創
業論壇、香港社會企業總會昨日舉行記者

會，介紹活動詳情。

盼創「兼善創效利群」三效益
今屆「香港國際慈善及社企周」盼共創「兼

善、創效、利群」三效益。
一周活動率先揭幕的是9月22日至23日首屆舉
辦的「『慈善共創 都市聚焦』國際慈善論壇」，
主題「優化慈善事業，共創美好城市」，是區內
首個聚焦城市社會議題的國際慈善論壇，全球20
大首富慈善家族代表及世界知名學者包括哈佛經
濟學家Michael Porter將應邀出席，共同探討「兼

善」解決方法。
緊接是 9月 24 日至 25 日的「社企民間高峰
會」，峰會已舉辦8屆，今屆主題「亞洲創新
路」，聚焦「創效」成果，首度邀請聯合國代表
Pascal van Griethuysen及B-Corp大師Ryan Hon-
eyman出席交流互動。

全球近百社企分享「利群」經驗
壓軸舉行的是9月25日至27日的「社會企業世
界論壇」，乃全球社企界一年一度的國際盛事，
香港今年首度擊敗其他城市主辦此論壇。屆時，
全球近百社企代表將雲集香江分享「利群」實戰
經驗，共同討論推動社企政策和實踐方法，彼此
交流並建立支持網路。
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在記者會上

表示，香港社企發展今年正好10年，現有逾500
家社企，業務範圍涵蓋逾60個行業，當中有六成
能夠達至收支平衡。
她說，今次活動能夠搭建一個國際性交流平台，

讓來自全球的慈善及社企業界領袖進行跨界別的交流
合作，也有助本地業界更有效服務社群。
「香港國際慈善及社企周2016」官方網址：

http://bettercities.hk 即日起接受業界及公眾報
名。

■■「「香港國際慈善及社企周香港國際慈善及社企周20162016」」開始接受業界及公眾報名開始接受業界及公眾報名。。圖為許曉暉圖為許曉暉
((右一右一))和主辦者代表游秀慧和主辦者代表游秀慧、、李正儀李正儀、、張亮主持啟動儀式張亮主持啟動儀式。。 沈清麗沈清麗 攝攝

構建溫馨「校友之家」
泉州六中（泉中）香港校友會第八屆會長陳新生致辭表

示，泉中建校百年，著名僑領陳嘉庚擔任過校董，為民族、
國家培育出數以萬計的人才。在泉中100周年校慶之際，香港
校友為母校桃李滿天下的成果而感自豪和高興，並將繼承和
發揚泉中「毅」字校訓，秉承校友會「愛國、愛港、報效母
校」的宗旨，關心、支持母校的各項教學活動，積極支持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為香港社會增添正能量，為香港繁榮穩定
作貢獻。
陳新生還表示，感謝校友的愛戴與信任，自己將與各校友
休戚與共，攜手共建溫暖快樂的「校友之家」。

泉中百年桃李芬芳
主禮嘉賓吳鵬飛致辭時歡迎香港校友在泉中建校100周年
之際，回母校共襄盛舉。他表示，泉中經百年風雨，但桃李
芬芳，一直秉承「毅」校訓，實現了「一轉三提升」，初中
和職專並立，轉而辦立普通完全高中，並提升辦學品位、質
量和品質。現在，泉中正蓄勢待發，為達到福建省二級達標
高中的目標而努力。他稱讚香港的泉中校友愛國愛港，在各
自的領域辛勤耕耘，創造佳績，更為母校泉中贏得良好的社
會聲譽，形成泉中人「愛校、榮校、興校」的光榮傳統。

校友愛國愛港愛鄉
主禮嘉賓譚大同在致辭中表示，感謝泉州六中（泉中）香

港校友會為促進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所做出的努力。泉中一

代代地培養了許多人才，開枝散葉，在內地和香港為「愛
國、愛港、愛鄉」事業作出貢獻，也為社會和諧作出努力。
他相信在泉州六中（泉中）香港校友會眾理事的共同努力
下，校友會能更加興隆昌盛。
主禮嘉賓萬碧蓮表示，泉州六中（泉中）香港校友會在歷屆

會長的帶領下，發揚「愛國、愛港、愛鄉」的優良傳統，積極
參與香港的各項事務，會務工作蓬勃發展。希望泉中香港校友
在今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善用手中選票，支持愛國愛港的代
表，擁護香港政府依法施政，為香港社會繁榮穩定作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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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泉州六中（泉中）香港校友會會
長陳新生（右）代表校友會與泉州六中
（泉中）校長吳鵬飛（左）互贈紀念品。

■第八屆泉州六中（泉中）香港校友會會長陳新生（右三）與
第八屆泉州六中（泉中）香港校友會監事長陳紫穎（左一）、
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執行會長吳天賜（左二）、中聯辦九龍
工作部處長譚大同（左三）、泉州六中（泉中）校長吳鵬飛（右
二）、香港泉州同鄉會監事長萬碧蓮（右一）合照。

泉州六中（泉中）慶建校 周年
4月18日，泉州六中（泉中）

100周年校慶暨第八屆泉中香港

校友會理監事就職典禮假香港北

角富臨皇宮舉行。陳新生榮任會

長，陳紫穎為監事長。中聯辦九

龍工作部處長譚大同、泉州六中

（泉中）校長吳鵬飛、香港泉州

同鄉會監事長萬碧蓮、兩岸和平

發展聯合總會執行會長吳天賜應

邀主禮。逾200 位泉中校友及社

會各界人士歡聚一堂，舉杯同

慶，場面熱鬧。

香港校友會第八屆理監事就職

■■賓主大合照賓主大合照

泉州六中（泉中）香港校友會
第八屆理監事會組織名單

會 長：陳新生
監 事 長：陳紫穎
副 會 長：張美珠 蔡美祝 曾佳榕 陳宇尊 張 明

伍圓圓 程麗輝 莊妙鳳 陳春燕
副監事長：林金珠 吳寶鵬 謝宇輝 陳耀華 蘇若蜜

蔡水珍 蘇聰惠 林淑媛
秘 書 長：林五琳
副秘書長：伍圓圓（兼） 陳春燕（兼） 王瀚傑
會務主任：鄭金盾 高景波 李燃燃 陳文仲
聯誼主任：林若梅 李安然 李天佑 許宜固
文康主任：張安玲 莊敏宜 黃 怡 伍長淦
財務主任：陳紫穎（兼） 程麗輝（兼）

理 監 事：林進喜 吳書馨 吳書菁 曾炯瑜 溫美麗
王麗月 劉 舒 吳 璇 張蓉蓉 李美婉
黃雪玉 伍向慈 蔡婷婷 黃麗楠 陳和幸
蔣福鼎 黃金標 柯萌萌 葉秀治 姚維忠
吳宴慷 施正權 宋加泳 洪偉強 李榮章
陳嘉琳 楊磊磊 戴錦紅 黃晶晶 謝婭蘭
周素娥 鄭羅莎 謝尚義 陳幼玲 張永桐
張麗珠 許金泉 陳良源 吳立人 陳寶麗
陳菊生 楊巧珍 阮寶婷 吳志超 歐陽敏智
王一強 王珏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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