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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學修）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慶祝香港
回歸 20 周年暨 2017－19 年度香港
婦協理事就職典禮，昨日假香港理
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舉行。全國政
協副主席董建華，行政長官梁振英
伉儷，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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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婦協慶回歸暨就職
董建華梁振英宋秀岩殷曉靜等主禮 何超瓊膺主席

宋秀岩，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等主
禮。梁振英讚揚婦協多年來與全國
婦聯和其他地方的婦女團體緊密合
作，共同推動婦女事務，成為香港
最具有代表性婦女組織之一。何超
瓊榮膺新一任婦協主席，逾 800 名
社會賢達、政商翹楚、婦女界代表
聚首一堂，共同見證。
20 年來，在國家
梁振英致辭時指，過去
大力支持下，香港社會各界同心協

力，社會和經濟穩步發展，而香港女性地
位、權利和機會也有顯著提升和進步，如
女性勞動參與率、晉升至經理及行政職級
的女性比例、修讀政府資助學士學位課程
的女同學比例等，與 20 年前相比均有顯著
上升，而社會能夠取得今天的成果，有賴
該會和其他婦女團體多年致力提倡婦女權
益。

梁振英盼讓婦女發展潛能
他強調，現屆政府十分關心婦女事務，如
前年在施政報告中宣佈，所有政策局及部門
制定主要政府政策措施時，均需要應用性別
主流化；去年政府推出先導計劃，鼓勵社會
福利界非政府機構制定政策及計劃時，參考
性別主流化檢視清單，並應用性別主流化。
他又指，政府提高委任婦女出任政府諮詢
及法定組織比例，由30%提升至35%，確保
女性觀點和關注得到充分反映。
他指婦女既是家庭支柱，也是重要人力資
源，希望讓更多婦女發揮潛能，服務社會、

■香港婦協理事就職典禮，賓主合照。
貢獻社會。政府將積極促進婦女就業，為婦
女提供支援，例如增加幼兒照顧服務名額、
實施家庭友善的僱傭政策等，以創造有利條
件，讓婦女兼顧家庭和工作。

宋秀岩讚「一國兩制」成功
宋秀岩表示，香港回歸 20 年來，特區政
府與社會各界努力同心，保持香港中外經濟
交融、中西文化交匯特點，以及國際金融、

貿易、航運中心地位，連續多年被評為全球
最自由經濟體和最具競爭力地區，可見「一
國兩制」成功。她讚揚婦協自強不息，關心
和支持香港經濟發展，努力維護社會繁榮穩
定，發揮「頂半邊天」作用。

林貝聿嘉：港擁獨特優勢
婦協創會主席林貝聿嘉表示，過去 20
年，香港坐擁「一國兩制」、「港人治

「中國夢．香江情」展兩岸四地書法

■「中國夢．香江情」兩岸四地當代書法名家精品展，嘉賓與部分參展書法家合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為慶祝香
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推動兩岸四地文化
交流，「中國夢．香江情」兩岸四地當
代書法名家精品展，昨日假中環集古齋
舉行開幕禮。

楊健胡建中等主禮
中聯辦副主任楊健、外交部駐港副特
派員胡建中等蒞臨主禮。活動展出百餘
幅兩岸四地書法家作品，充分展現中國
傳統藝術之美，表達了書法家對國家興
旺發達、香港繁榮穩定的熱情讚頌。
展期由即日起至 6 月 28 日，其後將於
6 月 29 日至 7 月 5 日移至香港公開大學銀
禧學院一樓禮堂繼續展出，免費向公眾
開放。

吳志華葉國華岳毅等主禮
活動由聯合出版集團、中國書法家
協會香港分會、集古齋有限公司共同
主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文
化）吳志華，台灣中國書法學會副理
事長葉國華，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執
行董事兼總裁岳毅，中國書法家協會
顧問、中國書協香港分會主席施子
清，聯合出版集團董事長、總裁文宏
武等亦出席主禮，與逾二百書法名
家、藝術愛好者等歡聚一堂，欣賞書
法佳作。
展覽匯聚約 150 位兩岸四地書法家佳
作，作品內容以中國詩詞為主，當中不
乏以習近平主席在各類演講、會議及文

酒業總商會周年慶典賀回歸

■香港酒業總商會舉行周年慶典並賀香港回歸20周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學修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學修）香港酒
業總商會周年慶典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
立 20 周年慶祝晚會，日前假金鐘萬豪酒
店舉行。該會會長蘇又萍，創會顧問邱

則喤等近 300 名酒業界人士聚首一堂，
共同回顧該會過去一年成績，探討未來
發展方向。晚宴上，賓主合唱《這是我
家》，祝賀香港回歸 20 周年。席間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摯 攝
章中曾引用的經典詩文、名句等，展現
傳統中國書法與詩詞藝術之美。
文宏武表示，香港回歸祖國 20 年來，
內地和香港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成績有
目共睹。
他指，展覽主題突出，廣泛匯聚兩岸
四地書法家，當中更有年逾 90 的書法家
作品參展，一同以筆觸描繪「中國
心」、「中國夢」，希望讓兩岸四地同
胞情更濃、心更近。
施子清表示，香港書法團體一直致力
推動和諧團結，在促進兩岸四地藝術交
流方面卓有成效。他指出，書法是實現
「中國夢」的載體，期望廣大青年寫好
中國字、做好中國人，祝願祖國、香港
明天會更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梁振英(前排中)陪同林貝聿嘉(前排右)
頒授印信予新一屆主席何超瓊。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港」、高度自治等獨特優勢，保持經濟平穩
發展，營商環境和競爭力獲多個國際性機構
評級為良好，讓社會維持繁榮穩定。
她續指，該會自 1993 年成立至今，一直
秉持團結各界婦女，關心香港事務，維持香
港繁榮穩定宗旨，經常與各省市婦聯互訪，
加強交流，舉辦大型活動，是香港人數最
多、影響力最大、實力最強的婦女團隊。
何超瓊指，隨着國家推動「十三五」規

劃、「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等多
個戰略發展，香港未來充滿龐大機遇，是回
歸20年來的重要里程。
她表示，將延續該會使命，保護婦女合法
權益和地位，持續協助女性，特別是年輕婦
女在教育和事業等方面的發展，鼓勵她們參
與社會事務，貢獻社會。
出席嘉賓尚包括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行會
召集人林煥光、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等。

香港回歸文化館滬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
海報道）為慶祝香
港回歸祖國 20 周
年，由上海香港聯
會會長姚祖輝發
起、一批愛國愛港
在滬港人共同策劃
的香港回歸文化
館，昨日在上海浦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 攝
東陸家嘴招商局大 ■來賓在香港回歸文化館合影。
廈開幕。
鄧仲敏表示，設立香港回歸文化館意義重
大。香港回歸祖國 20 年來，「一國兩制」在
姚祖輝鄧仲敏馬強等剪綵
香港成功落實，期望大家掌握國家高速發展為
姚祖輝與香港特區政府駐上海經濟貿易辦 香港帶來的新機遇，同心奮發向前，建設更美
事處主任鄧仲敏、上海市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 好的香港 。
常務副主任馬強、上海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
馬強致辭時表示，滬港兩地人文相親、經
公室副主任周亞軍、上海香港聯會首席副會長 濟相融，回歸 20 年來在各領域合作交流取得
張國正等共同主持剪綵，滬港政商界逾八十位 顯著成效，香港回歸文化館將進一步加強滬港
來賓出席開幕儀式。
兩地深厚情誼，非常有意義。
姚祖輝致辭時表示，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
就讀於復旦大學的香港學生鄺美琪表示，
經歷百年滄桑後，終於回歸祖國。20 年來， 香港回歸文化館從香港歷史、名人、文化和經
香港更繁榮。展望未來，香港將繼續貫徹「一 濟，滬港合作等多角度展示香港都會魅力，自
國兩制」方針，積極把握國家「一帶一路」和 己對香港未來充滿期待。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努力成為內地與
香港回歸文化館設有不少互動環節，聆
世界「超級聯絡人」，令香港這顆「東方之 聽、演唱經典粵語歌曲，與 3D 畫合影，基本
珠」更燦爛。
法問答等，免費向公眾開放。

尖沙咀坊會歌舞賀特區 20 歲

幸運抽獎和美酒拍賣，場面熱鬧。

蘇又萍：
「酒評」增消費信心
蘇又萍致辭時表示，該會成立一年
來，致力給予會員更廣泛平台，把飲酒
文化帶給消費者，讓消費者進一步認識
飲酒文化。
她續指，該會處於起步階段，正繼續
努力建立市場標準和法則，團結業界，
提升行業發展，透過「酒類評級體系」
增加消費者信心，以及為同業帶來認可
證明。
她強調，該會將繼續與政府部門、行
業協會、機構制定標準，開拓更多銷售
渠道，提升香港酒業作為世界領導者的
聲譽。
席間，該會副會長楊志達、鍾鑑明、
鄺英志、袁大文簡介該會未來發展方
向，包括提供網上宣傳平台供會員免費
使用；安排星級品酒師為會員酒類品牌
導航；登錄 Yahoo 拍賣渠道；舉辦如何
辨認和打擊冒牌酒活動；酒類評分大賽
等協助同業發展。

■尖沙咀街坊福利會官民同樂慶回歸音樂會，賓主合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為慶祝香港回
歸祖國 20 周年，尖沙咀街坊福利會日前於尖
沙咀會堂舉行官民同樂慶回歸音樂會。

王小靈蔡亮葉傲冬等主禮
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王小靈、油尖旺
民政事務專員蔡亮、油尖旺區議會主席葉傲冬
等蒞臨主禮，該會理事長蘇仲平、監事長林祖
光等首長陪同。音樂會吸引區內近千街坊，一
同欣賞傳統中樂、歌舞表演等節目，喜迎回歸
20周年。
大會主席鍾港武表示，香港回歸 20 年來社
會穩步向前，雖曾經歷不少風風雨雨，但在祖
國鼎力支持下，全體港人憑着堅毅的獅子山精
神克服困難。
他續說，祖國的富強昌盛是全體中華兒女
的驕傲，希望港人善用機遇，在祖國發展中找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摯 攝

到新機遇，實現新一輪跨越式發展。
王小靈表示，看到音樂會上官民同樂、齊
齊歡樂慶回歸，自己深感欣慰。
她續說，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來，「一國
兩制」在香港成功落實，希望香港未來充分
發揮金融、法治、專業服務等優勢，搭上國
家發展快車，相信在廣大市民共同努力下，
香港明天定會更好。
蔡亮及葉傲冬表示，喜見官民一家親祥和
景象，並感謝尖沙咀街坊福利會多年來對社區
的貢獻。
蘇仲平致謝辭時感謝眾嘉賓、政府部門、
區內街坊鼎力支持。
音樂會上，嘉賓合唱歌曲《獅子山下》、《勇
敢的中國人》，為音樂會拉開帷幕。消防處、民
政署、社會福利署等政府工作人員登台獻藝，一
展多才多藝一面，與市民分享回歸喜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