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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范秋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
九龍社團聯會「慶祝香港回歸祖
國暨九龍社團聯會成立 19 周年
晚會」昨晚假龍堡國際賓館舉
行，中聯辦副主任林武、民政事
務局局長劉江華、中聯辦九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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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社聯19周年暨慶回歸
林武劉江華何靖主禮 王惠貞陳振彬等赴會

作部部長何靖共同主禮。

■九龍社團聯會舉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暨九龍社團聯會成立19周年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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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會理事長王惠貞、會長陳振彬及一眾理
監事及各界嘉賓逾 600 人聚首同慶，場
面熱鬧。

王惠貞籲投票護港穩定
王惠貞致辭表示，九龍社團聯會成立 19 年
來，在歷屆理監事努力下，會務取得飛躍發
展，屬會多達 186 個，會員有逾 18 萬人，義
工隊有 6,000 多人，她感謝聯會同仁多年來的
共同付出和無私奉獻。
她續指，本港近年發生違法「佔中」、旺
角暴亂等惡行，「港獨」思潮荼毒社會，呼
籲社會各界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堅守底線，並
在今年 9 月立法會選舉中踴躍投票，選出真
正為香港做實事的人士進入議會，共同捍衛
香港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林武冀傳達張德江講話
林武致辭時表示，九龍社團聯會在王惠
■九龍社團聯會與全港各區工商聯「全港購物節」達成合作協議。圖為賓主主持啟動儀
式。
劉國權 攝 貞、陳振彬及一眾理監事努力下，會員眾

多，影響力不斷壯大，擁有多個優秀品牌活
動，無論是參與社會事務、扶助弱勢群體、
支持大學生實習、關心青少年等都貢獻良
多，相信未來會務會有更好發展。
他還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上
月視察香港時，在多個場合重申中央支持「一
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期
望香港社會和衷共濟，推動經濟民生發展，維
護繁榮穩定。張德江委員長的講話引起社會巨
大反響，得到絕大多數市民認同。林武希望九
龍社團聯會將張德江委員長的期望傳達給更多
人，共同為香港繁榮穩定作出貢獻。

劉江華料投票率破紀錄
劉江華表示，九龍社團聯會一直以來支持
特區政府施政，特別是在重大政治事件中更
是鼎力支持，希望未來繼續與特區風雨同
路，為香港未來共同打拚。今年 9 月立法會
選舉非常重要，今屆選民人數破紀錄達到377
萬，選民登記率也破紀錄達到 79%，相信今

屆投票率之高也將破紀錄，希望九龍社團聯
會屆時發動屬會一起投票。
他也介紹，民政事務局在青少年發展方面
推出多個項目，包括「一帶一路」交流團、
文化體育交流團、青年創業基金、中華文化
推廣基金等，期望聯會參與支持。

與工商聯簽約推購物節優惠
典禮上，九龍社團聯會與全港各區工商聯
舉行簽約儀式，該會 18 萬會員將可透過附有
「全港購物節」徽號的會員證，到參與全港
購物節的1,500個品牌商號消費並享優惠。
全港購物節召集人李鋈麟指，該活動舉辦4
年來，加盟的品牌及商戶數量快速增加，現
時有 1,500 個品牌、超過 3,500 間商戶參與。
由今年開始，全港購物節在原有的「全港企
業慶回歸」、「全港購物迎新歲」主題活動
基礎上，新增加「感恩同行頌親恩」、「金
秋獻瑞購物節」兩大主題，提供更多商戶優
惠，為市民帶來更佳購物體驗。

中總慶回歸粵劇晚會敬老

■香港南京總會董事局會議暨聯歡晚會，賓主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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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總會聯歡 楊耀忠講立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香港南
京總會董事局會議暨聯歡晚會日前假上
環江蘇薈舉行，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
香港南京總會創會會長張心瑜、會長王
建陵等出席，晚宴邀得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楊耀忠就立法會選舉作專題演講，一
眾年輕專業人士、新會員近百人出席。
王建陵致辭表示，該會匯聚一眾居港
南京人包括年輕一代，下半年該會將熱
烈慶祝香港回歸 19 周年，9 月 24 日擬與
江蘇社團總會聯合舉辦國慶酒會。
9 月立法會選舉在即，他呼籲大家以
手中一票支持愛國愛港人士，支持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
楊耀忠表示，選舉就是選賢能，有功

能組別的選舉設置將能代表社會不同界
別的聲音，讓社會各界均衡參與，符合
公平公正原則。

周浩鼎與年輕會員交流
成立不久的香港南京總會義工團現有
會員 117 人，該團團長方洛偉介紹道，
義工團成員愛國愛港，以奉獻、關愛為
核心價值，促進香港與內地交流，傳播
關愛文化及正能量。他將會繼續擴展義
工團會務，舉辦不同類型活動，讓更多
精英加入義工團隊。
周浩鼎與眾年輕會員互動交流，他希
望與愛國愛港陣營的朋友一起服務香
港、服務大家。

澳門大學校友會盃頒獎

■澳門大學校友會盃頒獎後嘉賓合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海濤）澳門
博彩股份有限公司贊助的「澳門大學校
友會盃 2016」於 6 月 18 日在澳門上演。
當日，嘉賓和校友非常踴躍出席，大家
藉賽馬活動相聚一堂，場面十分熱鬧。
澳門大學校友會盃賽於第二場舉行，
全程 1,350 米，12 匹馬參賽。賽前由澳
門大學校友會副理事長吳焯峰頒發最佳
馬伕表現獎。經過一輪精彩競逐，賽事
最後由第四號馬「江河寶寶」勇奪冠
軍，由澳門大學校長趙偉、澳門特區博
彩監察協調局局長陳達夫及澳大校友會
會員大會主席區秉光分別頒發獎盃給勝
出馬匹的馬主、練馬師及騎師，並由澳
大校友會會員大會副主席梁志朋代表校

友會接受馬會的紀念品。澳大校友會會
員大會副主席王世民則代表校友會向澳
博致送紀念品，感謝其大力支持，由澳
博行政部業務總監葉澤遠代表接受。
蘇樹輝是澳大校友會的首位榮譽校
友，他說：「澳博一直大力支持澳門大
學及澳大校友會的活動，今年欣逢澳大
成立35周年，亦是澳博連續第三年贊助
此項盃賽，希望藉此為校友提供一個聯
誼的機會，並提高校友會在社會上的認
受性。」區秉光說：「校友會同仁衷心
感謝蘇樹輝和澳博對澳門大學的大力支
持，以及對校友會的關懷和指導。期望
日後共同努力，為推動澳門大學的長遠
發展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學
修 ）香港中華總商會日前假北
角新光戲院舉行慶回歸 19 周年
暨愛心敬老粵劇晚會，特邀中
聯辦港島工作部部長吳仰偉，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蕭偉強蒞
臨主禮。《鳴芝聲劇團》名伶
蓋鳴暉和吳美英主演《搶新
娘》，晚會由中總會員聯絡委
員會及「愛心行動」合辦，逾
千長者及會員免費賞劇，座無
虛席，熱鬧非常。

李應生：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中總會員聯絡委員會主席李
應生表示，中總致力推動工商
界實踐企業社會責任，透過該
會「愛心行動」舉辦慈善活
動，除了當日的粵劇晚會外，
早前「愛心行動」還送贈一萬
多隻愛心糉子予基層及社區人
士，慶祝端午佳節。
他又感謝特區政府、社署和
多個社福機構的協助支持，讓
活動得以順利舉行。
蕭偉強讚揚中總一直積極推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員慶回歸暨愛心敬老粵劇晚會，賓主合照。
動商界參與公益活動，為社會有
需要人士傳遞愛心，其關懷弱勢
的精神，與政府建立關愛共融社
會的施政理念一脈相承，是勞福
局的重要合作夥伴。
晚會主題是「敬老」，他強
調「敬老」是值得和必須的，
因香港今日的繁榮穩定，實在
有賴上一代過往幾十年的努力
拚搏，政府會繼續加強扶貧安

老工作，讓長者得到應有的回
報和福利。
出席的中總成員尚包括榮譽
會長林廣兆、林銘森，副會長
袁武、莊學山、馬忠禮，愛心
行動委員會主席何志佳，會員
聯絡委員會副主席李國雄、邱
建新。
「中華總商會愛心行動」於
2009 年成立，旨在舉辦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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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活動，凝聚工商界力量，
回饋社會，促進社區和諧。過
去兩年，中總已捐出逾 3,000 萬
港元，舉辦 20 多場慈善活動。
中總會員聯絡委員會及 7 個分
區聯絡處鼓勵會員參與社會事
務，多次與「愛心行動」攜
手，透過舉辦參觀、文藝表演
等活動，將工商界的關愛傳送
到社區每個角落。

華商協進會音樂會 籌 70 萬善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
國際華商協進會為慶祝成立 30
周年，日前假文化中心音樂廳
舉辦慈善音樂會，特邀世界級
鋼琴家 Pami Petteri Karvonen
專程由芬蘭來港，與本港著名
的「愛樂民樂團」合作，演繹
《黃河鋼琴協奏曲》，澎湃的
樂聲令到全場氣氛高漲，掌聲
雷動。音樂會共籌得 70 萬元善
款，即場捐贈給「齊惜福」慈
善環保團體。
出席音樂會的嘉賓包括城
市大學校長郭位、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處長嚴重光、芬
蘭 駐 港 領 事 夫 婦 Mr. & Mrs.
Jari Sinkari，「齊惜福」主席
梁祖彬及廠商會會長李秀恒
等。
國際華商協進會會長羅台
秦致辭時表示，今年是該會
「珍珠禧」紀念，為了讓這
個會慶過得更有意義，特籌
辦慈善音樂會，支持「齊惜
福」的工作，為香港的環保

■賓主於華商協
進 會 30 周 年 慈
善音樂會結束後
合影。
合影
。

略盡綿力。
《黃河鋼琴協奏曲》是大家
耳熟能詳的名曲，今次由一
位外國鋼琴家與民樂隊合作
公開演奏，在香港是首次出
現，在名指揮家何文川的編
排和親自指揮下，曲韻流

暢，層次豐富，氣勢磅礴，
場面震撼，為音樂會掀起高
潮。當晚「春風合唱團」也
為大家帶來台灣山地部落族
曲、客家歌曲等。
慈善音樂會尾聲由國際華商
協進會多位首長，包括會長羅

台秦，顧問會長李嘉音，副會
長黃勵騰、楊繼聖等粉墨登
場，更邀請廠商會會長李秀恒
上台與「春風合唱團」合作，
獻唱多首台灣校園民歌，在喝
彩聲中為音樂會劃上圓滿句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