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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協迎加國香港社團聯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香港友好協進會
會長、全國政協常委戴德
豐昨日在會所接待到訪的
加拿大香港社團聯合總會

戴德豐：港前景樂觀有信心 贊助拍攝宣揚《美麗香港》

會長陸炳雄一行，雙方
就香港現況進行友好交
流，並冀望日後進一步
增進聯絡。戴德豐表
示，自己一直對香港前
景感到樂觀且充滿信
心 ， 今 年 是 香 港 回 歸 20
周年，該會更斥資 200 萬
元贊助《美麗香港》短
片拍攝計劃，冀宣揚香
港美好之處和「香港精
神」。該會秘書長、全
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
任盧文端參加了會面。

在座談時，戴德豐介紹指，友好協
成立於 1989 年，匯聚了香港各界

知名人士，會員主要包括全國人大代
表、全國政協委員、中華海外聯誼會理
事。香港回歸前後，該會致力協助香港
平穩過渡及順利回歸。香港回歸 20 年
來，眾會員在重大事件發揮重要影響
力，同時一直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為香港繁榮穩定作出積極貢獻。該會並
致力發展青年工作，一眾政協委員參與
中學國情講座，及與中學生交流。
陸炳雄介紹指，去年香港立法會有
候任議員宣誓就職時，發表辱國及「港
獨」言論，性質嚴重，行為惡劣，包括
他在內的十餘名僑居加拿大的香港移

民，發起成立加拿大香港社團聯合總會
並發表譴責聲明。該會以愛國愛港為宗
旨，支持「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確認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陸炳雄：盼促進內地加國香港交流
他續指，該會組團於本月 17 日至 20
日訪問北京，拜會了全國政協、國僑辦
等中央機構，緊接訪問香港 3 天，今日
（21 日）將拜訪中聯辦、民政事務局
及香港僑界社團聯會等。
他希望此行促進中國內地、加拿
大、香港的文化交流及社團間的友好往
來，也期望日後能夠與友好協繼續保持
聯絡。

■戴德豐
( 前 排 左 五)
向陸炳雄
( 前 排 左 六)
致送友好協
進會錦旗。
曾慶威 攝

中出商會特設慶回歸成就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摯） 由香港中華
出入口商會主辦的「2017 進出口企業大
獎」今年踏入第四屆，今年為香港回歸 20
周年，特設「慶回歸 20 周年成就獎」，旨
在表彰回歸 20 周年來，為香港經濟作出突
出貢獻的企業。中出昨於會所公佈參賽詳
情，於即日起至6月30日接受報名。
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張學修、副會長兼
秘書長陳勁、副會長暨活動籌委會主席陳
建年等介紹活動詳情，評審委員會主席容
偉雄應邀出席。

張學修陳勁陳建年介紹詳情
張學修表示，該會自 2014 年起，每年舉
辦「進出口企業大獎」，活動旨在表揚及
鼓勵傑出的進出口企業、推廣成功經驗、
凝聚及團結業界同仁，為香港進出口業及
香港經濟不斷注入活力。
陳建年表示，今屆除設有「進出口企業

夥政府基金資助青年創業
年輕人創意無限，惟

大獎」及「進出口企業合作夥伴
大獎」兩大類別獎項，還特設
「慶回歸 20 周年成就獎」。他
強 調 ， 「 慶 回 歸 20 周 年 成 就
獎」將以經濟貢獻、業界影響
力、社會公益等方面作為評審標
準，獲獎企業將從歷屆「進出口
企業大獎」得獎者中（包括今屆
獲獎企業）選出，以表彰回歸
20 年來對進出口業作出積極貢 ■中出「2017進出口企業大獎」正接受報名。 李摯 攝
獻的企業。
獎」包括市場拓展獎、企業傳承獎、卓越
甘亮明歡迎進出口企業報名
成就獎、創業精神獎、電子商貿獎、優越
籌委會副主席甘亮明表示，歡迎在港註 創新獎共 6 個獎項。「進出口企業合作夥伴
冊並參與本港進出口業發展的企業報名參 大獎」則頒發給一直為進出口業提供支援
的機構或企業，對一眾默默支持進出口業
與。
今屆活動評審團陣容鼎盛，邀得商務及 發展的合作夥伴給予充分肯定。
「2017 進出口企業大獎」將於 11 月 9 日
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商及旅遊）容
偉雄任評審團主席。其中「進出口企業大 假香港會展舉行頒獎典禮。

 & 空有創意難以起步，還
需要資金、專業人士的協助。中華出入口

商會為協助有志創業的年輕人達成理想，

參與了特區政府屬下的「青年事務委員會
青年發展基金」計劃：政府撥出 300 萬
元，商會自資 150 萬元，成立「青年壯志
I am the boss」青年創業基金，每年提供
10個名額，協助年輕人達成創業理想。
中 出 副 會 長 、 「 青 年 壯 志 I am the
boss」青年創業基金召集人許華傑昨日指
出，時下年輕人都很有創意，但對如何營
運一門生意缺乏經驗，更欠缺足夠資金。
為此，中出決定作出新嘗試，就是向
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發展基金申請資助，
最終獲撥款 300 萬元，中出則支付 150 萬
元，成立450萬元的青年創業基金。

最多45萬 30萬「唔使還」
他介紹，基金於本月 1 日開始接受報

名，下月 15 日截止，對象為 18 歲至 35 歲
的年輕人。每個合資格的申請單位最多可
獲發放 45 萬元，其中 30 萬元為政府資
金，15萬元由中出支付。
為確保申請人有志創業而非「玩玩
吓」或濫用名額，申請人須提交計劃書。
在申請成功後，基金會先提供所需一
半資金，再視乎營運進度再提供三成資
金，最後兩成則會在計劃後期發放。特區
政府提供的款項毋須歸還，中出負責的部
分則會在申請人業務有盈利時，要求對方
分期免息歸還。
許華傑表示，由於資金有限，可能會
吸引到一些 Apps 開發、創意手作行業，
如自家甜甜圈甜品、網上商店等。
中出人才庫會為成功申請者提供會計
援助，同時會有十多名「導師」，每月會
見申請人一次，了解他們面對什麼困難及
提供專業意見。基金會在運作一年後檢討
成效。
■記者 鄭治祖

九龍城工商業聯會第七屆執委會就職
何靖 王國強等主禮 近四百賓主同申慶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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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會長張志聰致謝辭

主席陳健平發表會務展望

何靖致勉勵辭，表示該會在歷屆會
長的帶領之下，作出很多服務社區的實
事。香港作為一個以工商為「立城之本」
的經濟城市，工商界對香港經濟發展十
分重要。該會團結工商業界，共同推動
香港經濟發展與繁榮穩定。其次，該會
各社團領袖都是工商界的翹楚，在事業
成功的同時，不忘回饋社會，積極參與
社區服務，扶貧救困，為社區的和諧發 是九龍城區的珍貴資源。近年來，在加
展貢獻良多。最後，他表示該會自創會 強國民教育、社區公益等方面的成績更
起，高舉愛國愛港旗幟，在香港「大是 是有目共睹。
大非」的問題上，立場鮮明，不忘維護
陳健平：與時俱進 實踐創會宗旨
香港和國家的利益。
該會主席陳健平發表會務展望。他
郭偉勳：匯集精英 參與公共事務 表示，該會將實踐創會宗旨，緊貼社會
郭偉勳致辭稱，該會一直致力促進 發展與時俱進，努力推動成為香港最具
香港與內地工商貿易關係、團結工商界 代表性的商會之一。他稱，該會新一屆
，積極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參與支 的工作重點包括：堅持愛國愛港，促進
持九龍城區的公益事務和地區活動。不 兩地貿易；積極參與公益事宜，履行企
但對九龍城區的工商業和社區發展貢獻 業社會責任；加強合作，參與支援公共
良多，而且聚集工商業界的精英人才， 事務及社區活動。

九龍城民政事務專員郭偉勳
致辭

該會會長徐莉首先致歡迎辭，該會
自創會以來，紮根於九龍城區近十四
年 。其間，積極配合及支持九龍城民政
事務處及九龍城區議會，在區內為不同
族群舉辦不種類型的活動，透過不同的
活動服務市民、推動地區和諧。
她舉例表示，每年舉辦的「糉是有
情探訪關懷活動」，以實際行動表達對
地區長者的關懷。此外，與地區友好團
體及機構合辦活動，尤其支持發展青少
年的活動，如「欣賞香港—填色及繪畫
比賽」等，藉此機會提供讓青少年發展
才能的平台。她續稱，今年正在籌辦社
會企業，以此擴闊該會的服務層面。

何靖：旗幟鮮明 積極回饋社會

中聯辦九龍工作部部長
何靖致辭

徐莉：服務市民 推動地區和諧

▲九龍城工商業聯會第七屆執委會就職典禮，賓主大合照
會長徐莉致辭

香港九龍城工商業聯會於
4 月 19日假觀塘麗東酒店，舉行
「2016-2018第七屆執委會就職
典禮」。大會特別邀請全國政協文
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王國強，食
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中聯辦九
龍工作部部長何靖、協調部副部長
宋瑋，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
香港警務處西九龍總區指揮官卓孝
業，懲教署助理署長（更生事務）
鄧秉明，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客屬
總會主席梁亮勝，全國政協委員、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貞，中央
政策組顧問高靜芝，九龍城民政事
務專員郭偉勳，九龍城區議會主席
潘國華，九龍城警區副指揮官黃基
偉，醫療輔助隊總參事許偉光，社
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專
員黃燕儀，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
會秘書長黃華康等共同主禮。

張志聰：感恩合作 發揮團結精神
該會副會長張志聰致謝辭，感謝地
區友好團體及機構多年以來的合作及幫
助。多年來積極參與推動各項公益活動
，加強香港與內地工商界的商貿交流，
努力促進香港繁榮穩定發展，服務市
民、回饋社會。
典禮當晚筵開三十席，近四百賓主
歡聚一堂。除頒授禮聘書、祝酒等儀式
外，還有極具香港特色的中國舞劇和歌
唱表演，精彩紛呈。一眾賓主盡歡，喜
氣洋洋。

▲何靖（左一）、郭偉勳（右一）為永遠名譽會長
梁麟（左二）、蕭妙文（右二）頒授禮聘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