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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青軍事夏令營晚會慶功
梁唐青儀吳克儉陳林陳貴斌等主禮 戴德豐讚學員優秀

■戴德豐陪同梁唐青儀等主禮嘉賓進場。 曾慶威 攝

鄧學

修）羣力資源中心日前於會展中
心舉行「第十二屆香港青少年軍
事夏令營」慶祝晚會，特邀行政
長官夫人梁唐青儀、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中聯辦青年工作部部長
陳林、駐港部隊大校陳貴斌等蒞
臨主禮。羣力資源中心會長戴德
豐勉勵學員將在夏令營所學落實

■學員穿上迷彩服，開心自拍。
曾慶威 攝

到日常生活中，成為社會未來的
領袖。500 名身穿整齊迷彩服的

■梁唐青儀(中)、吳克儉(左二)、陳
林(右二)、陳貴斌(左一)、戴德豐
(右一)與晚會上分享的學員合照。
曾慶威 攝

學員濟濟一堂，分享 15 天軍營生
活點滴，並表演威風凜凜的軍體
拳，獲得熱烈掌聲。

戴

德豐致辭表示，羣力資源中心由全國政協副主席
董建華夫人董趙洪娉於 1998 年創辦，本「服務
香港、報效祖國」的宗旨，應社會需求提供免費服務，
中心各委員出錢出力支持香港、內地發展。他又指，夏
令營創辦12年來，學員人數首次達 500名，而且表現優
秀，刻苦耐勞，團結合作，獲得圓滿成功。羣力資源中
心是溫馨大家庭，希望大家畢業後，繼續與中心保持聯
繫。他並感謝教育局、駐港部隊的支持協助。

梁唐青儀：夏令營獲一致好評

8 月 25 日，寧夏
報業傳媒集團公司
總經理王強（左
四）、副總編輯張
國 禮（右二）一行
到訪香港大公文匯
傳媒集團，獲本集
團副總經理盛一平
（右三）、助理總
經理張錦川（左
三）等熱情接待。

梁唐青儀稱，夏令營 2005 年舉辦以來，獲社會各
界一致好評，成為每年香港學界暑期重點活動之一，
參加學員越來越踴躍，成績令人鼓舞。夏令營的活動
精彩豐富，除了紀律訓練、軍事體驗外，還有不同的
專題講座和參觀學習等，她相信學員在為期 15 天的
活動中，可以磨練堅毅意志，學習自律、守紀和團結
精神，為迎接未來各種挑戰作好準備。
吳克儉讚揚羣力資源中心的活動深受家長和學校歡
迎，軍事夏令營舉辦 12 年來，已有逾 2,700 名學生參
加，從中獲取難能可貴的經驗，成果豐碩。他續稱，參

加學員經過 15 天極為嚴格的軍營生活，從中學會刻
苦、堅毅、自律、合作，對學員而言是終身受用，他為
這些學員感到驕傲。
解放軍駐港部隊大校陳貴斌讚揚學員於夏令營的表
現，包括敢於冒風雨前進，累積不少人生寶貴財富。
他希望學員從夏令營學懂承擔責任，日後為維護香港繁
榮穩定而努力。
出席晚會的賓主尚包括「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籌
備委員會主席廖坤城、副主席戴俊傑，全國政協委員譚
錦球、王惠貞等。

難忘翻山越嶺 冒雨走 公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500 名中學生經歷

 15 天嚴格軍事訓練，

體驗軍人生活，過程
艱苦，令學員畢生難
忘。慶祝晚會上，學員代表上台分享
收穫，感謝令他們成長的每一位貴
人，他們表示，15 天的夏令營將對未
來人生路起正面作用。
夏令營五排十九班的關隽熙表示，
非常感謝在夏令營內令他成長的每一位
貴人，令他成功達到參加夏令營的目
的：提升自律、獨立和吃苦能力。他回
憶，第十天的徒步行軍訓練，當日是在
微雨中翻山越嶺，大家十分疲倦，四肢
疼痛，但在休息時仍然彼此鼓勵，互相
支持，成功走完 15 公里，這更成為他
15天軍訓中感受最深的一段經歷。
九排三十六班的黃可盈稱，記得有
一次她們整理內務不力，被狠狠教訓
了一頓，當時大家都感到很沉重、很
難過，但後來重新振作，打起精神整
理內務，大有進步，大家都感到很高
興。她認為，夏令營的結束是新生活
的起點，她期望自己可以運用夏令營中所
學，與其他學員一起於不同的地方繼續共同
成長，共同進步。
■記者 鄧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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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行公所籌備賀國慶

寧 夏 報 業 集 團 到 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為
慶 祝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67 周
年，南北行公所日前舉行會議成立
「南北行公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 67 周年籌備委員會」，並通
過籌委會架構名單，籌委會定於 9
月 23 日（星期五）晚假北角富臨
皇宮金禧廳舉行國慶 67 周年聯歡
宴會，屆時將廣邀各界賓朋與該會
成員歡聚一堂，共慶新中國 67 年
取得的輝煌成就。

下月23日國慶聯歡宴
南北行公所國慶籌委會成員名
單：榮譽主席：陳有慶、余國春、
霍震寰、蔡冠深、楊釗、林大輝、
陳偉南、黃定光、李宗德、李秀
恒、莊成鑫、張學修，名譽主席：
李文達、蘇計成、葉永成、李應
生、姜成義。執行委員會主席：李
歡，副主席：黃光輝、張瑞境、關
思聰、蔡國屏。
■南北行公所國慶籌委會成立。

廖仁松晤「星動成都」交流團
歡迎港生到當地發展 歐陽曉晴一行赴會

■成都市委常
委、宣傳部部長
廖仁松（右）與
歐陽曉晴互贈紀
念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
冬、向芸）由香港大公文匯
傳媒集團、成都市外事僑務
（港澳事務）辦公室及未來之星同學會主辦的「星動成
都·從香港出發——成都之行」今日進入第五天行程。
成都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廖仁松會見了香港大公文匯
傳媒集團副董事長、總經理、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歐陽
曉晴，以及港大、中大和理大等院校的香港學生代表。
廖仁松表示，歡迎港生到成都發展，通過此次組織港生
來訪，將進一步加強成都與香港在教育科技、傳媒界的
交流合作，相信兩地合作機會將愈來愈多，涉及領域會

■香港青年在
成都大學菁蓉
學院合影。

愈來愈廣。

廖仁松代表成都市委書記、市長唐
良智，熱情歡迎歐陽曉晴一行和

學生訪問成都，感謝香港大公文匯傳媒
集團多年來對成都經濟社會發展和對外
推廣給予的多方面支持。

成都GDP突破1萬億元
成都與香港交往密切，特別在文教、
科技、經貿等領域的交流頻繁。廖仁松
介紹，目前在成都投資的港資企業近
3,000 家，投資總額近 400 億美元，推動
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實現了雙贏；在教
育方面，成都和香港的學生交流很多，
內地學生也嚮往香港的知名大學。
他表示，在宏觀經濟形勢下行的大背
景下，成都近年發展仍然強勁，去年
GDP 突破 1 萬億元，人均產值突破 1 萬
美元，電子信息、汽車、航空航天、生
物醫藥等在全國有競爭優勢。「十三
五」期間，成都作為「國家中心城
市」，將建設西部重要的經濟、科技、
對外交往及文創中心，作為綜合交通樞
紐，成都為投資者提供非常好的發展平
台，預計到 2020 年經濟總量會突破 1.8
萬億元，廖歡迎港生到成都發展。

歐陽曉晴介紹集團情況
歐陽曉晴介紹了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的最新情況，表示集團除在「一國兩
制」方針實施過程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
用，同時承接內地在港各類經貿文化交
流活動，促進兩地政商各界的交流，集
團特別重視青少年工作，專門成立了青
少年交流中心。
歐陽曉晴還表示，香港很多「80 後」
沒到過內地，非常有必要帶港生到大
陸，了解祖國的發展變化。未來之星同
學會除在北京舉行「中國國情教育培訓
班」、「香港傳媒專業大學生國情課程
班」外，也開始策劃「從香港出發」系
列活動，組織港生到各省市區實習交
流，單是去年就組織了 10 個團、千餘名
香港學生參與。今次「成都之行」，是
上述系列交流活動之一，同學對成都美
好的印象，將成為他們人生中重要的經
歷，對祖國的認識也會進一步深化。
會見中，雙方還探討了加強青少年交
流的長效機制，冀推動更多香港學生訪
成都。成都市政府外事僑務（港澳事
務）辦公室副主任鍾來招，市委宣傳部
副部長、市委外宣辦（市政府新聞辦）
主任熊艷，教育局副局長王志成，未來
之星同學會副主席、「成都之行」交流
團團長嚴中則，集團四川記者站站長、
未來之星同學會副主席黃冬等出席活
動。

「雙創」
環境激發學生創業夢
意等項目加快轉化，正加快打
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客小
鎮」。其中本土創業者林來鵬
向港生分享了自己的心路歷
程，鼓勵同學，如果有夢想，
就趕快去實現。

菁蓉鎮優質政策惠創客

■香港青年與小創機器人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冬、
向芸）作為全國首批雙創示範基
地之一，兼唯一被列為雙創示範
基地的縣，成都市郫縣在其雙創
核心區域菁蓉小鎮中，已引進孵

化器 32 家、創新創業項目 1,185
個，聚集直接參與基金 22 隻、
公共技術平台 38 個，聚集創新
創業人才過萬人，一批大數
據、新材料、新能源、文化創

成都菁蓉小鎮創新創業管理服
務辦公室創客專員林億豪表示，
菁蓉小鎮旨在為廣大青年和創客
提供優質政策，營造適合的氛圍
和環境，讓創業者專注於項目發
展。在成都大學菁蓉學院副院長
陳烈向港生介紹了學院的設立背
景、發展定位、扶持政策等內
容，而學生王旭傑則分享了 3D
打印機械手幫助殘疾人士的創業
項目。
參觀中，港生即興與成都大學
的同學唱歌跳舞交朋友。恒生管
理學院學生陳展康表示，成都同
學很熱情，相處很開心，雖未有

機會詳細交流，但彼此留了聯絡
方法，日後會再聯繫。
他認為，當地氛圍非常適合創
業者，「這裡比期望中的好很
多，政府投入很多資源扶持年輕
人創業，更沒想到創新創業環境
有這樣的規模，不是小小一個
區，而是很有系統，也激起了我
的創業念頭。」
理大學生李國泰說，成都年輕
人在創業過程中的堅持和不懈令
他感動，「成都由政府到學校均
提供不同形式的支持，從資金到
工作場所，構成一個培養創業的
土壤。反觀在香港創業，面對昂
貴租金、人力成本，政府支持不
足等限制，面對的困難不比在成
都少。」
城大學生鍾文慧表示，看到四
川申請專利的數量佔全國比例非
常高，當地大學鼓勵學生創新創
業，為他們提供專門的辦公室，
令其留下深刻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