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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元朗區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活動正式啟動
劉林許曉暉麥震宇等主禮 梁志祥李月民沈豪傑強調20項活動惠及社會大眾

梁志祥：20項大型活動 惠及社會大眾
梁志祥致歡迎辭時指出大會全力合辦各
類型活動，務求與各階層慶祝回歸20周年，




周年啟動禮，賓主合影

為呼應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由元朗
區跨界別精英共同成立的「元朗區慶祝香
港回歸祖國廿周年統籌委員會（下稱大
會）」舉辦的「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
活動」日前（4月19日）假元朗紅爵御宴酒
樓隆重舉行啟動禮。大會主席梁志祥、沈
豪傑及李月民陪同中聯辦新界工作部部長
劉林，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元朗民
政事務專員麥震宇，元朗區福利專員林偉
葉，元朗地政專員趙莉莉等主禮嘉賓，共
同宣布元朗區各項慶典活動正式展開。三
位大會主席異口同聲表示，大會20項大型
的慶祝回歸活動覆蓋面廣闊，在數目及規
模上應是各區之冠，冀望透過一系列活
動，讓大家共同回顧過去二十來年，祖國
對香港的關懷，香港對祖國的貢獻，並且
能夠繼續團結一心，邁向更輝煌的20年。
出席啟動禮的重要嘉賓還包括：食物環
境衛生署元朗區衛生總監張培仲，署理元朗
警區指揮官韋華高高級警司，廉政公署新界
西北署理總廉政教育主任周文詠，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元朗區康樂事務經理龍麗嫦，房屋
署高級房屋事務經理（元朗）詹玉娟，大會
榮譽主席、立法會議員田北辰、陸頌雄等，
共同為元朗區一系列慶祝回歸之盛事揭開了
序幕。梁志祥主席、劉林部長、許曉暉副局
長、李月民主席及沈豪傑主席分別於啟動禮
儀式上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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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區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為 呼 應 香 港 回 歸 祖 國 20 周
年，由元朗區跨界別精英共同成
立的「元朗區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廿周年統籌委員會（下稱大
會）」舉辦的「慶祝香港回歸祖
國20周年活動」日前（4月19日）
假元朗紅爵御宴酒樓隆重舉行啟
動禮。大會主席梁志祥、沈豪傑
及李月民陪同中聯辦新界工作部
部長劉林，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
曉暉，元朗民政事務專員麥震
宇，元朗區福利專員林偉葉，元
朗地政專員趙莉莉等主禮嘉賓，
共同宣布元朗區各項慶典活動正
式展開。三位大會主席異口同聲
表 示 ， 大 會 20 項 大 型 的 慶 祝 回 歸
活動覆蓋面廣闊，在數目及規模
上應是各區之冠，冀望透過一系
列活動，讓大家共同回顧過去二
十來年，祖國對香港的關懷，香
港對祖國的貢獻，並且能夠繼續
團結一心，邁向更輝煌的20年。

為了讓更多元朗區居民參與這些活動，今年
將舉辦超過20項不同的活動，估計參與人
數接近15萬。「鄧小平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
初提出『一國兩制』，讓香港能夠平穩回歸
祖國，20年來歷經風雨，但因國家仍然堅守
『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令香港繼續保持
繁榮穩定，在經濟上亦有長足發展。」他提
到特區政府今年提出「同心創同路 掌握新
機遇」，令香港可以創出新機遇，而元朗區
亦提出「香港回歸二十載 元朗祥和建未
來」，希望透過一系列活動，促進社會互相
團結、互相協作，令城市走向安穩祥和。

劉林：城鄉共融特質 舉辦空前盛事
劉林致辭表示香港回歸20年以來，雖然
有風雨、有荊棘，但是在中央和全體香港同
胞的共同努力之下，「一國兩制」的方針和
實踐不動搖。元朗區不但有城鄉共融的和諧
氣質，更有非常堅定、傳統的愛國愛港精
神，元朗各界朋友發自內心組織、興辦慶回
歸活動，共計有大小50項活動，集結元朗各
界朋友百分之二百的熱誠，幾乎創造元朗有
史以來慶回歸的紀錄，在全港同類型活動中
亦佔有很重的分量。

許曉暉：同心創同路 掌握新機遇
許曉暉致辭表示很榮幸參與開幕式，對
大會致以衷心祝賀。她表示元朗區是次統籌
的20項大型的慶祝回歸活動涵蓋了文化、藝
術、體育、宗教各領域，可以說是包羅萬
有。另外，大會舉辦的活動，亦與全港主題
結合，透過一系列活動，達到「同心創同
路 掌握新機遇」，讓大家共同回顧香港過
去20年的成就，並且能夠繼續團結一心，邁
向更輝煌的20年。

李月民：活動四大特色 凝聚和諧家園
李月民介紹今年元朗慶回歸20周年活動
有四大特色，首先是統籌委員會成員包容性
大，除有元朗區各大團體領袖、立法會議
員、區議員外，更有跨黨派、婦女界、青年

▲梁志祥主席致辭

▲劉林部長致辭

界、漁農界、商界、基層組織、鄉事界、教
育界及宗教界等，大家都全力以赴，做好回
歸活動；啟動禮當日，現場聚集了來自元朗
市、鄉郊區和天水圍的朋友，也充分體現了
元朗區是一個愛香港、愛祖國的和諧社區；
另 外 大 會 歸 納 了 20 個 重 點 項 目 （ 詳 見 圖
表），活動覆蓋面廣闊，在數目及規模上應
是各區之冠，冀望透過一系列活動，讓大家
共同回顧過去二十來年，祖國對香港的關
懷，香港對祖國的貢獻，並且能夠繼續團結
一心，邁向更輝煌的20年。
李月民相信，各項活動能夠得到各界和
政府的認同和稱讚。他續說，活動大部分經
費是遠遠超過777萬元的數字，當中民間籌
募經費超過77.7%，充分體現「777」是一個
吉祥的數字。最後大會活動範圍遍及元朗區
市中心、鄉郊、天水圍市民，更涵蓋老、
中、青、幼兒及弱勢社群，呼應了政府希望
造福每個階層的市民的願望，冀大家繼續支
持大會工作。

沈豪傑：繼續群策群力 造福祖國香港
沈豪傑致謝辭時首先代表大會感謝主禮
嘉賓出席啟動禮，並感謝統籌委員會成員、
贊助機構、義工團隊給予的支持，馬不停蹄
地籌劃各項活動，使活動得以順利展開，並
呼籲大家展望未來的契機，繼續群策群力，
為美好香港、為祖國的繁榮努力。

普門基金會暨諸佛弟子向元朗區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
周年統籌委員會致送善款支票




▲許曉暉副局長致辭

▲李月民主席致辭

▲沈豪傑主席致辭

元朗區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統籌委員會活動簡介
1.元朗區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活動
啟動禮
日期：4月19日
時間：中午12時至下午2時
地點：元朗紅爵御宴酒樓
2.十八鄉天后誕巡遊慶回歸
日期：4月19日
時間：上午10時至下午3時
地點：元朗區
3.萬人慶回歸佛誕節祈福法會暨敬老齋
盆菜宴
日期：4月30日、5月1日-5月3日
時間：上午10時至下午4時30分
地點：元朗大棠有機生態園
4.「手牽手、心連心」慶回歸
日期：4月-5月
5.「共慶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
元朗區學生親子填色及繪畫比賽
日期：4月8日至5月5日
地點：元朗區各幼稚園及小學
6.耀眼花牌賀回歸
日期：4月至7月
7.回歸20周年音樂劇及展覽
日期：5月-7月
地點：元朗及天水圍區多個表演場地
8.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錦田兩項鐵人賽
日期：8月份
地點：錦田市
9.慶六一·賀回歸徵文比賽暨學童飛躍
進步頒獎禮
日期：5月27日
地點：天瑞邨社區會堂
10.元朗區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暨
雙親節萬歲盆菜宴及綜合表演
日期：6月18日
時間：下午5時至晚上9時
地點：東頭工業區遊樂場
11.天水·圍跑
日期：6月25日
地點：天水圍香島中學及天水圍明渠旁路徑

12.群星回歸20周年金曲夜
日期：5月20日
時間：晚上7時
地點：天水圍運動場
13.2017元朗區慶回歸兒童水運會
日期：2017年6月24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9時至中午12時
地點：元朗泳池訓練池
14.「愛自己、愛家人、愛香港、愛國家」
嘉年華
日期：2017年6月11日(星期日)
時間：中午12時至5時
地點：天暉路社區會堂禮堂
15.農情魚意慶回歸
日期：2017年6月26日及27日
時間：上午11時至下午5時
地點：元朗劇院側行人通道
16.元朗區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升
旗禮
日期：7月1日
時間：上午7時30分至上午10時
地點：天水圍銀座廣場
17.元 朗 區 慶 祝 香 港 回 歸 祖 國 20 周 年
酒會
日期：7月1日
時間：上午8時30分至中午12時
地點：嘉湖海逸酒店地庫宴會廳
18.沙 灘 排 球 慶 回 歸 盃 暨 沙 灘 足 球 表
演賽
日期：2017年7月1日
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4時
地點：天水圍天業路人造沙灘球場
19.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開心暢遊
香港迪士尼
日期：7月15日
時間：上午10時至晚上播放煙花後回程
20.深港同心賀回歸
日期：2017年7月
地點：深圳市

元朗區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廿周年統籌委員會
榮譽顧問
劉江華局長JP
（民政事務局局長）
劉 林部長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部長）
釋智慧法師
（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
釋道平法師
（普門基金會榮譽會長）
唐漢隆部長
（羅湖區委常委統戰部部長）
劉業強議員MH,JP
（新界鄉議局主席）
張學明議員GBS,JP
（行政會議成員）
榮譽會長
麥震宇專員JP
（元朗民政事務專員）
張肖鷹副部長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
黃松泉先生SBS,BBS,JP
梁水發先生MBE,S.B.St.J.,JP
戴 權先生SBS,JP
陳 勇先生BBS,JP
（全國人大代表）
榮譽主席
周浩鼎立法會議員
劉國勳立法會議員MH
田北辰立法會議員BBS,JP 何俊賢立法會議員BBS
麥美娟立法會議員BBS,JP 陳恒鑌立法會議員JP
何君堯立法會議員JP
陸頌雄立法會議員

黃智華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區展秋總警司
林偉葉福利專員
趙莉莉地政專員
吳國志首席廉政主任
張培仲食物環境衛生總監
麥嘉盈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龍麗嫦康樂事務高級經理
鄺英偉總學校發展主任
鄧偉明先生BBS,MH
黃達光先生
李盛白先生
榮譽副會長
王威信區議會副主席 曾樹和議員 鄧賀年議員 文炳南議員MH
鄧瑞民議員 鄧勵東議員 湛家雄議員BBS,MH,JP 程振明議員
文富穩先生BBS 陳李妮女士 鄧坤盛先生 劉 德先生
梁崑璞先生 鍾就華先生 佘恩典先生 蔡天文先生
童文浩先生 廖志明先生 袁漢華先生 王志強先生
陳少文先生 鄧自然先生 鄧國新先生
會 長
郭晉昇先生 鄭樹明先生BBS,JP 彭少衍先生 王少強先生
曾百和先生 曾正燊先生 邱偉誠先生 沈文傑先生
梁明堅議員 李任基先生 譚偉明先生
副會長
張志光院士 巴鎮洲先生 方文利先生 梁永強先生
徐名團先生 鄭錦祥先生

指定贊助
香港賽馬會

機構贊助
齊合天地集團有限公司 新裕榮集團發展有限公司 恆發物業（香港）發展有限公司

其他贊助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胡珠先生BBS

大會主席
梁志祥立法會議員BBS,MH,JP

（新界社團聯會會長）

沈豪傑議員

（元朗區議會主席）

李月民議員MH

（元朗各界協會及普門基金會主席）

聯席執行主席
呂

堅議員 趙秀嫻議員MH 梁福元議員 莊健成先生MH 陳建業先生MH

林碧珠女士MH 陳永堅先生

黃卓健議員 郭興坤先生

執行副主席
林玉芬女士 鄧慶業議員BBS 郭 強議員MH 周永勤議員 姚國威議員 鄧焯謙議員
馬淑燕議員 郭慶平議員 黃煒鈴議員 鄧卓然議員 文光明議員 陳思靜議員
劉桂容議員 梁明堅議員 黎偉雄議員 袁敏兒議員 鄧鎔耀議員 楊家安議員
徐君紹先生 黃元弟先生 鄺月心女士 林慧明女士

秘書長 蕭浪鳴議員

副秘書長 李煥結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