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學修）

香港總商會昨日假灣仔會展舉行

「2016年周年會員大會」，主席

彭耀佳，總裁袁莎妮，立法會代表

林健鋒等報告去年工作，講述未來

計劃和展望。商會其後舉行下一屆

主席、常務副主席、副主席的選舉

投票，並宣佈新一屆理事會名單，

當中包括主席吳天海，常務副主席

夏雅朗，副主席陳瑞娟、李澤鉅、

王冬勝，立法會代表林健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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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一個名為「《至仁為德》
鄉賢李達三特展」日前在寧波幫博物館開幕。展覽以珍貴
實物及翔實史料展現「大紫荊勳章」獲得者李達三弘揚寧
波幫精神。95歲高齡的李達三親臨現場，帶來旺盛人氣。
香港寧波同鄉會會長、李達三長孫李本俊率香港各界賢
達，及眾多海外寧波幫青年才俊約90多人赴家鄉觀展，場
面熱鬧。

王劍候郭華巍等主禮
寧波市副市長王劍候、寧波大學黨委書記郭華巍、前副

市長呂國榮、市委統戰部常務副部長謝群華，香港寧波同
鄉會名譽會長竺銀康、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商學鳴等主持
開幕典禮。
展覽由「為了心中的理想」、「全力以赴人生路」、
「簡單樸素的堅守」三部分組成，旨在反映李達三作為一
名寧波幫人士所具有的樂善好施、造福桑梓的可貴精神，
並將藉此弘揚熱愛祖國、奉獻社會的正能量，冀能對年輕
一代產生啟迪作用，陶冶情操，明其心志。
王劍候致辭指，活動所展出的不僅是一個事蹟，更是一
種精神，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通過展覽學習李先生勤儉起

身、誠信立業、企高望遠、四海為家、事業有成、投資教
育、回饋家鄉的精神。
展館內能看到李達三1945年復旦大學畢業資格審核證

書、捐建復旦李達三樓、捐贈寧波大學李達三外語樓、
1972年與TVB主辦「聲寶之夜」的門票等珍貴史料，勾
起了李博士很多美好回憶。
李本俊則拿起手機拍了多幅不曾看到過的珍貴史料。他
表示，「寧波是我們的家鄉，支持國家和家鄉教育事業發
展，對愛國愛鄉的爺爺來說，意義深遠。爺爺期望透過
捐贈，在學生的心中埋下一顆愛心種子，鼓舞他們將自
己所擁有的與他人分享，畢業後回饋社會，造福各
界。」

李達三特展開幕 弘揚寧波幫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2016社
企民間高峰會暨第四屆亞洲社企國際會議」
將於9月24日至25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舉行，今屆高峰會以「社會創新在亞洲：從
創意到創效」為主題，邀得來自瑞士、瑞
典、美國、荷蘭、中國內地、韓國、日本等
逾40位國際知名學者、領袖、創業家等重
量級嘉賓多角度探討世界各地社企最新動
態，冀為社會發放正能量。活動由即日起可
於網站http://ses.org.hk/接受報名，票價為
300港元，學生享優惠價150元。
社企民間高峰會籌委會主席李正儀、香港
理工大學亞洲社企國際會議籌委會代表陳錦
棠、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助理教授蔡
振榮等，昨日於理工大學舉辦傳媒午宴，介
紹今屆會議特色，分享社企發展成果和未來
願景。

邀各國學者論社會創新
社企民間高峰會今年已踏入第九屆，一直
致力以創新精神一同推動社會發展。屆時，
聯合國社會發展研究所研究部聯絡主任Pas-
cal van Griethuysen、瑞典艾爾塔申達勒大
學學院公民社會研究學院教授Victor Pest-
off、美國漢尼曼永續發展顧問公司行政總裁
Ryan Honeyman、歐洲B-Lab共同創辦人
Marcello Palazzi將聚焦社會創新議題作演
講。
李正儀表示，高峰會將以學術理論及數據
反映業界實戰經驗結果，讓本地個案與海外
經驗進行比對，促進互動交流，同時冀社企
能進一步拉動民、商、官、學多方合作，創
下一個互動合作的良好公民社會，達至社會
共融。
陳錦棠介紹道，第四屆亞洲社企國際會議
（ICSEA）將匯聚一眾業內學者精英，交流
各地社企發展模式，希望能以學術合作的方
式，研究不同國家的社企在不同的福利制度
下的運作模式，同時研究如何從意念的創新
達至社會效益，希望通過對比多個經驗，尋
找一個適合香港社會生態的社企發展之路。
據悉，高峰會期間將加入「行行企企」系
列攤位活動，屆時將有一系列創意工作坊、
青年文化表演、泰拳工作坊、粵劇工作坊
等，冀能為論壇注入創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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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由新
西蘭潮屬總會執行會長王覺傑率領的
訪問團，日前專程來港拜訪國際潮總
秘書處。團員包括副會長吳文發、副
監事長陳運耀、總會駐中國代表吳仲
偉，以及秘書長林爽。秘書長張成雄
熱烈歡迎來自新西蘭鄉親，雙方進行
了親切友好會談。

張成雄讚團結鄉親增進中新合作
張成雄對新西蘭潮屬總會熱心國際
潮團事務表示欣賞，強調團結聯誼的
重要性，讚賞張乙坤創會會長及旅居
新西蘭潮人的雄心壯志。他說，自從
新西蘭潮屬總會2014年成立以來，發
揮團結潮籍鄉親、支援潮人、聯結繫
誼等正面積極的作用，令新西蘭的潮
籍鄉親在華人社會乃至主流社會不斷
產生影響，推動了新西蘭與祖籍國的
經濟及文化等方面合作。
王覺傑介紹了新西蘭潮州人的移民
史及新西蘭潮屬總會的最新動向。他

指出，自上世紀90年代起，移居新西
蘭的潮籍鄉親日益增加，組團結社，
互助互利，聯結鄉誼成為一股主流意
識，促成了新西蘭潮屬總會的成立。
新西蘭潮屬總會以中華（潮汕）文化
為宗旨，以鄉音鄉情為連結紐帶，旨
在團結各地區潮人同胞，群策群力，
促進新西蘭與祖籍國的交往與合作，
使兩地共同發展。
他同時讚揚香港各潮屬社團發揮了
潮州人「團結就是力量」美德，聯誼
全港潮籍鄉親，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支援祖國及家鄉建設，推動國際
合作等取得的成績，稱讚是香港潮籍
鄉親的驕傲，也是世界潮團的典範。
王覺傑盛邀香港潮屬僑領及各位鄉
親在適當時候到新西蘭觀光訪問，指
導會務。
張成雄希望香港潮籍鄉親到新西蘭
學習、訪問，汲取更多經驗，共同構
築聯繫世界潮人橋樑，為祖國的繁榮
發展出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廣
佛肇聯誼總會日前假灣仔薈軒舉行會員
周年大會暨青年委員會及義工團證書頒
授典禮。會長霍震寰致辭時指，總會今
後將以青年工作和義工服務作為重點發
展方向，呼籲全體同仁攜手共創，造福
香江。

霍震寰回顧義工團善舉
霍震寰表示，一個完善的社團組織，
除了需要發展自身會務外，更需要肩負
起社會責任，因此總會去年成立了義工
團，短短一年間，義工團群策群力，為
地區弱勢社群服務，例如協助千人剪，
為長者剪頭髮、策劃地區嘉年華活動、
協助選舉工作等，發揮應有責任。
世界急速發展，培育青年領袖變得愈
來愈重要，青年工作亦是總會今後重點
發展的方向。總會新成立青年委員會，
有很多工作需要借助青委成員的新思維
去推展，去年下半年的粵港澳文化青年
峰會，以及剛過去的傑出領袖分享午餐

會等活動都非常成功，充分體現各青委
的努力和付出。
霍震寰強調，是次證書頒授典禮是高
度認同及肯定對青委的努力，以及義工
們在過去的無私付出。他代表總會同仁
祝願青委會及義工團未來發展更成熟、
更理想。
總會主席劉軍致謝辭並代表祝酒。席
間，總會首長為青委會及義工團首領頒
發委任狀；並頒發傑出義工獎、積極義
工獎獎勵證書。青委主任陳建豪及義工
團團長區國泉、副團長黎燕芳分別就青
年工作及義工服務分享感受，令與會者
切身感受了總會坐言起行的工作新方
向。
典禮主禮嘉賓包括中聯辦社團部副部
長陳小兵，廣東省委統戰部社團辦副主
任雷向明，佛山市政協副主席、市委統
戰部部長馬亮照，肇慶市委統戰部副部
長林洪凱；總會執行副主席呂耀華，副
主席林克敏、謝禮明，秘書長陳卓智等
出席。

廣佛肇聯總青委義工頒授禮

彭耀佳在大會上致辭表示，雖然香港經濟於2015年
仍錄得2.4%的實際增長，但面對反內地客、「佔

中」行動、沒完沒了的拉布、環球經濟表現疲弱等外憂
內患，香港經濟根基已逐漸被蠶食，出入境旅客數字正
在下跌，並且波及零售、住宿和餐飲等行業，令就業人
數在去年減少了逾19,000人。

彭耀佳：主力育金融創科人才
雖然香港經濟面對種種不穩定因素，商會仍持樂觀態
度，彭耀佳指，現時着力培育創新和科技的政策措施，
特別是金融服務業或金融科技，均是商會全力支持的發
展方向。

抓「一帶一路」機遇 覓全球商機
「我們深信有關發展可為香港帶來巨大的效益，並為
初創企業和創意產業提供更多支援和設施，協助他們茁

壯成長，將來可以培育出一代年輕傑出的企業家。」
未來商會正研究如何發掘新的市場和商機，將會向政

府提交建議書，讓政府擔當促進中小企了解新市場的角
色，協助中小企進軍新的領域。
彭又說，「十三五」規劃和「一帶一路」是中央政府

十分重視的經濟發展計劃，投放了大量資源在其中，因
此商會將推出更多適時活動，讓會員了解和抓緊這些發
展機會，確保他們能夠參與其中。
其後各委員會主席報告去年工作和未來計劃，當中

提及去年籌辦的多個資訊及聯誼活動，並與多個內地
乃至全球的代表團接觸，建立實用的商務聯繫，讓會
員有機會與他們感興趣的國家及地區建立新聯繫，又
認為香港企業不要倚重熟悉的傳統市場，應探索及清
楚了解非洲、中東、中亞、東亞國家，以發掘新機遇
及市場。
會上亦提及資訊及通訊科技的議題，認為在促進創
新、社交媒體營銷、網絡安全及金融科技發展等能夠
開拓不少新的商機，商會去年9月成立金融科技工作
小組，旨在集思廣益，就如何發展香港成為金融科技
樞紐向政府出謀獻策。展望今年將有更多金融科技的
產品和服務推出市場。

總商會換屆 吳天海膺主席
夏雅朗任常務副主席 陳瑞娟李澤鉅王冬勝林健鋒任副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香港
中華廠商聯合會（廠商會）日前分
別接待由廣東省商務廳公平貿易局
局長余金富率領的一行6人，以及
黑龍江省工商聯主席張海華率領的
一行4人的兩個代表團。廠商會會
長李秀恒親自接待，雙方就經貿合
作交換意見。

余金富冀粵港共推公平貿易
余金富表示，廣東省商務廳公平

貿易局的工作是維護廣東在外產業
權益，如推行反傾銷、反補貼及保
障措施進出口公平貿易的相關工
作；研究國際的貿易規則在自貿區
的實行，實行貿易救濟措施等。他
期望日後多與廠商會合作，一同推
動公平貿易。
李秀恒表示，廠商會致力為會員

尋找商機，並向政府反映工商界的
意見，隨着前海自貿區成立，盼能
進一步推動粵港合作。他又指出，
廠商會近年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和加強培育人才，如組織香港大專

學生團到內地考察和實習，以增加
學生對香港及國家工商貿易環境的
認識。
廠商會出席的接待者尚包括常務
會董黃家和、常務會董兼中港經貿
商機委員會主席黃震以及餐飲服務
業委員會主席曾維等。

張海華盼促進港商拓龍省
張海華表示，今年將舉辦中國哈

爾濱國際經濟貿易洽談會（哈洽
會），此乃港商拓展黑龍江市場最
具效益的展會，期盼廠商會能一同
參與推動。
李秀恒表示，製造業正積極升級轉
型，而黑龍江省憑着地理因素及「一
帶一路」的機遇，甚具發展潛力，相
信香港及黑龍江省能互補優勢，期待
日後雙方加強合作，共同發展。
代表團團員還有黑龍江省委統戰部
副部長李岩，廠商會出席的接待者尚
包括常務會董黃家和、常務會董兼中
港經貿商機委員會主席黃震及鞋履及
皮革業委員會主席劉宗明等。

廠商會喜迎余金富張海華

國際潮總迎新西蘭潮團

■李秀恒（中）致送紀念品予張海華（左五）。

■李秀恒（左六）與余金富（左五）等嘉賓合影。

■左起：李本俊、李達三、王劍候主持亮燈儀式。

■香港廣佛肇聯誼總會會員周年大會暨青年委員會及義工團證書頒授典禮。

■國際潮總秘書處接待新西蘭鄉親。

■左起：陳錦棠、李正儀、蔡振榮談社企發展。 李摯攝

■彭耀佳於「香港總商會2016年
周年會員大會」上表示，反內地客
和沒完沒了的拉布拖累本港經濟。

鄧學修 攝

■香港總商會新一屆主席委員合照，左起為立法會代表林健鋒、副主席王
冬勝、主席吳天海、常務副主席夏雅朗、副主席李澤鉅及總裁袁莎妮。

大會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