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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香港回歸 20 周年，香港各
界慶典委員會將於下周四（29 日）

獻唱，合共 1,200 人演出，將合唱
24 首 經 典 歌 曲 ， 分 為 「 美 麗 中
國」、「祖國和我」、「共築中國
夢」三部分演繹，屆時更有不少重
量級嘉賓參與演出，與市民歡聚紅
館，唱好香港，喜迎回歸 20 周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鄧學修
動籌委會總召集人吳惠權、盧溫勝，
活宣傳公關小組組長陳仲尼，安保及禮

賓小組組長姚祖輝昨日於記者會上介紹詳
情，指今次大匯演「以大合唱展現國家的
壯麗山河美景，以及國家與香港血濃於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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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四歡聚紅館 12 社團 1200 人唱 24 首名歌

荊綻放二十載—香港各界慶祝香港
氣勢磅礴，共有 12 個社團組隊參與

刊

各界慶回歸合唱大匯演

晚上 8 時假紅磡體育館，舉行「紫
回歸 20 周年合唱大匯演」，大匯演

社團新聞特

■版面設計：黃可政

的情懷」。

霍震寰霍啟山領唱《茉莉花》
是次大合唱表演者，由各社團領袖和會
員組成，大部分均為業餘表演者，當中包
括廣州社團總會會長霍震寰、副主席霍啟
山叔姪上場領唱《茉莉花》；香港義工聯
盟副主席鄺美雲領唱該會會歌《以生命影
響生命》；《我的中國心》原唱者張明敏
帶領年輕人合唱等。
表演者來自各行各業，利用工餘時間參
與排練，務求為香港市民帶來一場精彩的
音樂表演，與社會各界一同分享香港回歸
的喜悅。

免費派門票 每人限取兩張
活動門票於今天（6 月 20 日）上午 10 時
起，分別於西營盤坊眾社會服務中心、工

聯會觀塘地區服務處、工聯會沙田地區服
務處、新界社團聯會葵青地區委員會免費
派發，每人限取兩張，市民可致電 3652
5700查詢詳情。
為了讓未能進場的市民得以觀賞到當日
的精彩節目，主辦機構特意安排網上平台
提供直播服務，包括微信公眾號─播客直
播、中國移動 UTV 、大公網、慶委會網
站，而直播服務不限於香港地區，內地的
市民也可以通過該網上平台欣賞當日的合
唱匯演。
12 個參與表演團體包括香港廣東社團總
會、香港福建社團聯會、香港廣西社團總
會、香港海南社團總會、香港浙江省同鄉
會聯合會、江蘇旅港同鄉聯合會、滬港社
團聯隊、香港京津冀社團聯會、香港中國
企業協會、香港義工聯盟、香港廣州社團
總會及香港深圳社團總會。
■吳惠權、盧溫勝、陳仲尼、姚祖輝與參演團體代表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學修 攝

青年論壇創業賽迎菁英會 10 周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沈清麗）今年是香
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0周年，亦是香港菁英會
成立10周年，莊士機構國際有限公司聯席董
事總經理莊家彬將接掌菁英會主席，並於 7
月履新。莊家彬昨日在新聞發佈會宣佈推出
連串慶祝活動，其中一個重點活動是11月舉
行的「2017 博鰲亞洲青年論壇（香港）」。
另一重點活動是「賽馬會夢想衝線計劃之
『創新智慧互聯網＋』3i
青年菁英創業比
■莊家彬將出任菁英會主
賽」，7
月
7
日截止報名，有興趣的學生及
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沈清麗 攝 有志創業人士盡快報名參加。

莊家彬接掌下月履新

■莊家彬（後排左三）與成
莊家彬稱菁英會一連串慶祝活動包括，8
員推介「3i 青年菁英創業比
月24日的「香港菁英會第十屆執委會就職典
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沈清麗 攝 禮暨學界菁英成立典禮」；11 月 2 日舉辦

「2017 博鰲亞洲青年論壇（香港）」，主題
暫定為「直面全球化及自由貿易的未來」；
在書展期間出版《回歸20年．數字香港》，
透過數字和數據分析，回顧香港過去20年的
變遷，同時展望未來發展。

9月辦海上絲路訪福州
此外，菁英會將舉辦不同類型活動，包括
在 7 月 15 日主辦由古天樂主演的《喵星人》
慈善電影首映，邀請學生觀賞電影；在 9 月
舉辦「海上絲綢之路—福州訪問團」；籌備
「香港菁英會十周年訪京團」；為回應「一
帶一路」倡議，而舉辦「一帶一路馬來西亞
菁英交流團2018」等。
菁英會最近的重點活動是「『創新智慧互
聯網＋』3i 青年菁英創業比賽」，賽事分為

「商業計劃組」和「新創企業組」兩大組
別，每支參賽隊伍為 2 人至 6 人，其中「商
業計劃組」主要對象為就讀中四至中六的中
學生及大學生。
菁英會副主席黃麗芳指，賽事旨在宣揚創
業文化，為有志創業的年輕人提供平台，發
揮創新創意同時增加對創業的認知，以孕育
本地青年創業家。
賽事於 7 月 7 日截止報名，籌委會將在兩
大組別分別選出最多 20 個入圍者，並於 8 月
5 日進行決賽，前三甲的優勝者除贏取獎金
外，其項目均可獲推薦進入前海深港澳青年
創業創新夢工場，實踐創業大計。
有 關 資 訊 及 網 上 報 名 為 ： http://www.
nextfurlong.org.hk/index.php/activity/forume-7。

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慶祝香
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暨第九屆
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日前假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三樓大
禮堂盛大舉行。是晚出席嘉賓
包括政商界名人，冠蓋雲集，
高朋滿座，見證新一屆執行委
員會就職，熱鬧非凡。新任主
席吳國榮是一位有魄力、有承
擔的灣仔新代表，自 2008 年
起積極參與各項公益慈善事業
及地區工作，並銳意推動青年
事務發展，為香港灣仔區各界
■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暨第九屆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日前盛大舉行
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暨第九屆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日前盛大舉行，
，圖為賓主大合照
圖為賓主大合照。
。

協會注入年輕新動力。

■在蘇錦樑（中）的見證下，吳國榮（右）和李
鋈麟（左）公佈協會與全港購物節的會員卡專享
消費優惠合作計劃詳情

灣仔區各界協會聯歡慶回歸廿載
同場舉行就職典禮

晚大會筵開逾100席，並邀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是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港島工作部部長吳仰偉、香港特別行政區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香港特別行政區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
文、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港島工作部）副部長
陳旭斌、香港特別行政區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陳積志等蒞臨主禮，與全場逾1,300名嘉賓聚首一
堂，與一眾灣仔街坊共同見證與分享第九屆執行委員會就職的喜悅，該
會更特別撥捐20圍酒席予灣仔區坊眾參與其中，場面熱鬧。

張建宗：冀協會續與政府合作
張建宗致辭時表示，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植根灣仔 20 多年，一直致
力團結社區精英，凝心聚力，服務社群。每年都會聯同灣仔區百多個
社團和工商團體以及各界人士，舉辦有關祖國及香港回歸的慶祝活
動，藉以增進市民對祖國的認識，並使區內居民對灣仔有更深厚的歸
屬感。他衷心祝賀新任主席吳國榮及各新任執委，希望協會繼續秉承
服務社區的傳統，與特區政府緊密合作，共同為區內居民締造更團結
和諧的社區。

吳仰偉：做好團結香港角色
吳仰偉在致辭時讚揚該會歷屆主席及會長，過去為香港作出的貢
獻，包括成立至今高舉愛國愛港旗幟，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又紮根社會服務社群，團結工商界及社會各階層，期望本會未來繼續
做好團結香港的角色，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大會安排了龍獅帶領主禮嘉賓、本會的永遠榮譽會長及正、副主席
進場並上台就座，典禮在莊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聲中拉開序幕，
蘇錦樑為本會的宣誓儀式進行領誓，之後舉行分別張建宗、陳旭斌和
陳肇始頒發選任證書、聘任證書及名譽顧問證書儀式，並由主席吳國
榮及永遠榮譽會長莊創業代表接受。
緊接在蘇錦樑的見證下，主席吳國榮和全港購物節創辦人兼召集人

吳國榮任主席

李鋈麟公佈有關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與全港購物節的會員卡專享消費
優惠合作計劃詳情，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的會員將可憑會員卡到全港
購物節熱情商戶消費及專享會員優惠，推動商戶回饋社會，商民同
樂。其後便由一眾主禮嘉賓為醒師點睛，群獅起舞，鑼鼓喧天。

吳國榮：致力團結灣仔各界
主席吳國榮致歡迎辭時表示，自今年 4 月接任該會主席以來，積極
籌劃不同規模的交流活動，如響應特區政府支持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更成為香港十八區中首區到訪大灣區並進行交流的地區團體，增進彼
此間在文化及歷史上的了解和交流；適逢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
的大日子，該會亦舉辦一連串慶祝活動，包括「港愛同行」特色電車
巡遊慶回歸、「聲之動力流行曲歌唱大賽」、「齊心邁步慶回歸 20 周
年大匯演」、「慶祝回歸祖國 20 周年『灣仔杯』足球比賽」，以及
「中國傳統文化嘉年華之龍騰香江」舞火龍活動，與眾同樂。吳國榮
深信，和諧社會是香港繁榮穩定的關鍵，未來他將帶領該會同仁一起
同心協力，積極開拓會務，秉承愛國愛港精神，團結灣仔街坊和團
體，為灣仔地區事務盡心盡力，致力關注區內長者、弱勢社群與少數
族裔等人士需要，擔任聯繫各社服機構的橋樑，透過跨界別合作，為
地區各階層人士服務。
第九屆執委會副主席王文漢致謝辭時表示，感謝一眾主禮嘉賓在百
忙中抽空出席就職慶典晚會，一同見證該會新一屆執委會的誕生；得
到第九屆執委會全體同仁和各位會員的鼎力支持和慷慨贊助，為該會
會務發展奠定良好基礎和提供堅實的保障。最後他亦感謝一眾籌備委
員會成員數個月以來的辛勤工作，為是次就職典禮準備精彩的表演環
節，希望大家可以盡興而歸。
在副主席王嘉恩舉杯進行祝酒儀式後，就職典禮完畢，晚宴正式開
始，期間舉行豐富的抽獎及精彩的文藝歌唱表演節目助興，當中包括由有
東華三院的鼓躍飛鷹隊表演、香港國術總會的武術表演，又有聲之動力、
華革會合唱團演出助興，令晚宴生色不少，場面喜氣洋洋。
（特刊）

系列精彩活動慶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
「港愛‧同行」欣賞港島特色電車遊
主席吳國榮邀參與電車遊的寶覺學校學生出席就職禮
6 月 10 日，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與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合辦「港愛‧同行」
欣賞港島特色電車遊，邀請了長者、青年、婦女、弱勢社群等人士參與

「中國傳統文化嘉年華之龍騰香江」
舞火龍活動
7月2日，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將舉辦「中國傳統文化嘉年華之龍騰香江」
舞火龍活動。當日活動包括：舞火龍表演、武術表演、民族舞蹈、工作坊、
歌唱表演及攤位遊戲等節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