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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望賢 通訊
員黃堅泰、黃淋清 深圳報道）深圳
市潮汕青年商會第二屆理事會就職
典禮日前在深圳市福田區香格里拉
大酒店舉行，李奕標任第二屆會
長。大會同時舉行了「粵港澳大灣
區潮商經濟論壇、深圳市潮青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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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潮青商會理事會就職
黃蘭發蔡東士黃偉鴻李統書莊禮祥馬勇智等出席 李奕標膺會長

投資有限公司、深圳市潮青慈善公
益基金會」啟動儀式。

中聯辦副主任黃蘭發，廣東省潮人海外
聯誼會會長蔡東士，廣東省人大常委

會原副主任黃偉鴻，廣東省委統戰部部長李
統書，深商總會會長莊禮祥，深圳市僑聯主
席馬勇智等嘉賓，以及有影響力的潮企集團
和海內外社團會長共計700多人出席。
李奕標表示，上任後將和新一屆領導班子
同心協力，把商會做大做強、做出效益，努
力打造深圳先進青年組織。
他特別強調，深圳潮青商會要在經濟文化
的坐標上定位發展規劃，緊緊抓住「一帶一
路」及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整合資源，創
業創新，合作發展，要學習海內外青年社團
創新模式，積極探索經濟實體化和資本運作
道路，將打造位於深圳福田中心區海岸中心
潮青總部基地，推動成立潮青商會投資有限
公司。

吳木棠：抓住大灣區機遇
深圳市潮汕商會會長吳木棠肯定了潮青商
會取得的成就。他稱，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
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和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空
間載體。潮青要像父輩當年抓住深圳發展的
機遇一樣，抓住大灣區的機遇，積極投身於

■粵港澳大灣區潮商經濟論壇啟動，一眾嘉賓及出席者大合照。
大灣區建設，從創新科技、現代物流、金融
服務，國際貿易，先進製造業等領域中，尋
找最佳商機，借助互聯網科技和技術創新的
強勁動力，在大灣區的建設中充當生力軍。

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表示，香港潮州
商會歡迎與深圳潮青商會等深圳潮屬社團加
強合作，在以後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中發揮
各自優勢，共同為港深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全國工商聯常委王再興宣讀了全國工商聯
名譽主席黃孟復的賀信。黃孟復在信中指

胡劍江：為港深經濟發展獻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出，潮商是活躍於世界經濟舞台上的重要經
濟力量，深圳潮汕青年商會在短短三年多時
間內，成為備受海內外關注的潮青組織，在
推動潮青創業創新、國際交流、慈善公益方
面做了大量工作。
他希望廣大青年潮商發揮父輩勤奮刻苦、

堅忍不拔的創業精神和青年人的創新精神，
勇往直前。
會上，蔡東士、黃偉鴻、李統書、莊禮
祥、王再興、黃世再、黃楚龍、李茂水、李
奕標等共同啟動粵港澳大灣區潮商經濟論
壇。

南平聯總換屆 王大治膺會長

■武夷山香江茶工場旅遊特色小鎮簽約儀式。

■香港南平聯誼總會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暨第八屆理監事就職典禮，賓主合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香港南平聯
誼總會慶祝香港回歸 20 周年暨第八屆理監
事就職典禮日前假將軍澳皇冠假日酒店舉
行，福建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雷春美，
中聯辦社聯部部長李文，福建省南平市政
府市長許維澤，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
暉，福建省委統戰部副部長陳飛，全國政
協常委林樹哲，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
良好，香港華閩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揚
標，南平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莊莉等蒞
臨主禮，王大治榮膺會長，吳海明膺理事
長，王欽賢膺監事長。
大會筵開超過 50 席，一眾鄉賢友好歡聚
一堂，場面熱鬧。
王大治表示，香港南平聯誼總會是閩北
居港人士和熱愛、關心南平的社團組織，
自 1990 年 9 月成立以來，聯誼會秉承愛國
愛港愛鄉傳統，為推介宣傳南平，推動閩
北和香港兩地交流作出貢獻。
他指出，特別是近 5 年來，該會全力參
與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和愛國愛港陣營組織
的社會活動，如反「佔中」、撐政改、反
「港獨」、撐釋法等，為捍衛「一國兩
制」和基本法、維護香港社會長治久安作
出積極貢獻。
他續說，榮膺新一屆會長讓他深感榮
幸，相信在全體理監事會員的努力下，定
將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國家、為南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摯 攝

■雷春美（右三）、林樹哲（左一）、許維澤（右二）頒發選任證書予王大治（左
三）、吳海明（右一）、王欽賢（左二）。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摯 攝
平、為香港再作貢獻。

吳良好：推兩地商貿重要紐帶
吳良好表示，該會是 20 年前香港福建社
團聯會成立時的其中一個贊助會，27 年
來，該會同仁始終堅持愛國愛港宗旨，團
結鄉親，推動閩港經濟交流合作，成為家
鄉與香港商貿往來的重要橋樑紐帶。
他讚揚該會鄉親不斷發展壯大愛國愛港
隊伍，在撐政改、反「佔中」、反「港
獨」、支持行政長官選舉等社會事務中緊
密配合香港福建社團聯會，為捍衛國家主
權、為香港繁榮穩定作出貢獻，相信在新

一屆首長的帶領下，會務定將更上一層
樓。
雷春美、許維澤先後致辭，介紹家鄉最
新發展狀況，鼓勵鄉親多回家鄉走走看
看，為家鄉發展貢獻力量。

捐30萬支持家鄉公益事業
典禮上，王大治、吳海明、王欽賢代表
香港南平聯誼總會向南平市捐助 30 萬港
元，支持家鄉公益事業發展。
香港南平聯誼總會第八屆理監事會主要
首長尚包括：常務副會長蘇焯錦、李少
林、薛立榕，常務副理事長謝建國等。

新青聯與青年分享
「帶路」
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新界青年聯
會日前假會所舉行「一帶一路」講座暨分
享會，特邀中聯辦新界工作部部長劉林、
青年工作部副部長李薊貽，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陳勇，葵青區議會主席羅競成，「一
帶一路國際發展聯盟」創會秘書長陳鳳翔
等出席，與近百名青年，分享「一帶一
路」為香港發展帶來的重大機遇，勉勵年
輕人發揮潛能，把握國家「一帶一路」戰
略新契機，發展自身事業。

劉林李薊貽勉多認識「帶路」
劉林及李薊貽於分享會上勉勵年輕人要
把握機遇，多參與以「一帶一路」為主題
的計劃，前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
區，認識及了解「一帶一路」的具體內
容，為香港發掘更多機遇。
陳鳳翔以「一帶一路」作主題演講，講
解「一帶一路」為國家帶來什麼機遇，並

■賓主於「一帶一路」講座暨分享會上合影。
強調這個戰略對不少國家有着深遠影響。
分析香港在「一帶一路」中的角色，以及
面臨的機遇與挑戰。讓在場青年反思在

「一帶一路」中可擔當什麼角色，勉勵年
輕人，把握機遇，善用優勢，發掘更多可
行性發展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沈清麗 攝

香江集團武夷山打造茶旅特色小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由香江
國際集團傾力打造的武夷山「香江茶工場
旅遊特色小鎮」項目簽約儀式，昨日在觀
塘香江國際集團舉行，集團董事長、九龍
東區各界聯會創會會長、大紫荊勳賢楊孫
西，以及南平市市長許維澤、武夷山市市
長林旭陽等出席見證。
林旭陽透露，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
年，從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武夷山景區
將免費開放予香港同胞遊覽。
楊孫西介紹指，該特色小鎮佔地約 9 平
方公里，總投資 50 億元人民幣，冀打造成
為一個具國際水平的「茶旅特色小鎮」，
吸引更多香港乃至海內外華僑華人年輕一
代，通過對武夷茶產業、茶文化、茶藝術
的認識和了解，繼承及傳播中華傳統文
化，進一步增強家國情懷。
他續稱：「武夷山，是世界僅有的自然
與文化雙遺產保護區，擁有風景秀麗的自
然生態，還有深厚悠久的人文傳統，希望
通過茶文化與旅遊兩大元素，打造特色小
鎮，令小鎮成為香港乃至海內外華僑華人
年輕一代學習中華傳統文化的地方。」
他相信通過品味和鑑賞武夷茶，對茶文
化、茶藝術的認識和了解，可令年輕人感
受中華傳統文化的魅力。
他透露，投資武夷山始於 2006 年入股武
夷山市岩茶廠，成立了「武夷山香江茶葉
有限公司」；2015 年再度投資打造以茶工

■香江國際
集團董事長
楊孫西致
辭。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沈清麗 攝
廠與旅遊相結合的「武夷香江茗苑」茶文
化觀光園，獲評為國家4A級旅遊景區。本
次「香江茶工場旅遊特色小鎮」項目，更
進一步利用仙店生態創業園區的天然資
源，該特色小鎮佔地約 9 平方公里，總投
資 50 億元人民幣，包括將建茶莊園、特色
酒店、露營基地、單車徑、國際茶文化交
流中心等設施，冀打造成為一個具國際水
平的「茶旅特色小鎮」。

許維澤盼小鎮增港青愛國情
許維澤表示，期待特色小鎮為香港青少
年提供愛國教育，幫助他們增強對國家的
感情。他十分欣賞楊孫西在打造品牌的實
力，稱讚楊孫西本身就是品牌人物。
林旭陽稱讚，楊孫西是一位非常有實
力、有眼光、有家國情懷的愛國企業家。
近年他經常到武夷考察，從「曦瓜」茶
葉生產、到武夷香江茗苑、茶工場旅遊特
色小鎮，足見他對武夷山有一份特殊情
懷，期待特色小鎮項目盡快上馬建設。

廠商會200萬捐教大 獲教學室命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子京）
香港中華廠商聯
合會向香港教育
大學捐出 200 萬
元，以推動學生
對中國在全球化
下社會及經濟發
展的認知，以及
支持香港教育大
學基金。教大亦
把一間教室命名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教學室」命名典禮，賓主合照。
為「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教學室」，特邀 款能協助教大的學生踏出成功的第一步。
張仁良感謝廠商會慷慨解囊，協助教大
廠商會會長李秀恒、教大校長張仁良主禮
的長遠發展，使教大能為社會及教育界持
命名典禮。
李秀恒致辭時指，國家發展一日千里， 續培育人才，開拓知識及促進社會發展。
出席命名典禮的廠商會首長尚包括副會
香港又擁有背靠祖國的優勢，如果年輕人
能對祖國內地龐大市場有深入的了解，對 長徐炳光、楊志雄、吳宏斌、史立德、戴
日後發展將有莫大的益處，他希望這次捐 澤良，名譽會長蔡衍濤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