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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滬港校友聯合會及香港義工聯盟主辦的慶祝香港回
歸祖國 20 周年暨愛國愛港傑出義工嘉許禮，日前假馬頭
角道富臨皇宮舉行，設宴三十圍，中聯辦社團聯絡部副
部長黎寶忠，九龍工作部副部長盧寧，立法會議員蔣麗
芸等蒞臨主禮，全國人大代表楊耀忠、新界社團聯會理
事長陳勇、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蔡毅，AET 先科（亞
洲）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廣勇等出席；滬港校友聯合會主
席單志明、會長高鼎
國為傑出義工頒發獎
狀。大會特邀抗日戰
爭老英雄出席與超過
300 義工友好、校友
同仁聚首，分享抗戰
經歷及老一輩的愛國
愛港情懷。
■滬港校友聯合會建議國
家設立「抗戰精神，和平
獎」，在座嘉賓紛紛於倡
議書上簽署響應。

■上海海聯會負責人率領眾多社團領袖致詞
海海聯會負責人率領眾多社團領袖致詞：
：歡迎大家到上海
歡迎大家到上海，
，支持滬港合作發展
支持滬港合作發展！
！肯定滬港校友聯合會為愛國愛港的工作
肯定滬港校友聯合會為愛國愛港的工作，
，作出傑出貢獻
作出傑出貢獻。
。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暨愛國愛港傑出義工嘉許禮

■李幼岐創會會長代表大會接受義工聯盟頒發的銀獎，
向英雄致敬。

■東北抗戰英雄，
林珍發言，即場唱
抗戰歌，「9．18」
引起全場拍掌共
鳴。

滬
■港校友聯合會於今年促成香
港上海金融業聯合會的戰略合作
夥伴協議。

■抗戰英雄，1980年的工聯 ■1942年入緬遠征軍戰
會理事長潘江偉，上海人，掛 士，98 歲黃光漢呼籲大
着習主席頒發的獎章發言，為 家記得歷史。
祖國的偉大復興而奮鬥。
■ 100 歲的國民黨
將軍蔡省三掛着習
主席頒發的獎章，
中氣十足的十分鐘
發言：中國在中國
共產黨領導下，走
向繁榮富強！為世
界和平作大貢獻。

單志明主席表示，期望新一屆政府能夠團結
好建制派中的各方利益集團，加強資本主義和
社會主義融合論，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
念。使得香港市民認同，中國共產黨為「人類
命運共同體」而奮鬥，引領世界進步；包括香
港的進步。因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包含了
香港的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貢獻！即香港的發
展對中國有利，對世界有利。
他強調社會應考慮響應習主席號召，弘揚偉大
抗戰精神，成立
「抗戰英雄精神和平獎」
基金會。
「邀請國家主席為每年一位獲獎者頒獎！當然，
獲獎者必須有能力為弘揚抗戰精神作貢獻！」
「滬港校友聯合會同仁愛香港、愛上海、愛祖
國，希望能在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之際，通過
此活動讓更多香港青年認識抗戰歷史，同時凝聚
愛國愛港力量，勉勵青年多了解中國及內地文
化，要依靠祖國這座大山，利用國家發展的大方
向，把握好當前國家『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帶來的新機遇，相信必能為年輕人創
造很多就業創業機會。」單志明主席又指，滬港
校友聯合會於今年，促成香港上海金融業聯合會
的戰略合作夥伴協議。展望未來，他深信滬港金
融委員會將充分遵循共商共建共用的原則，實現
直掛雲帆濟滄海的美好願景。
「
■白金獎贊助人」、滬港校友
聯合會會長高鼎國和特首共商滬
港發展大計劃。

寶貴實踐經驗回顧

在 2013 年 6 月，在浙聯會的慶典上和滬港經濟發展協會顧問吳建平坐在一起，商討為上海社團接地氣，
聯繫基層籌組社團，經和上海聯繫，定名：滬港校友聯會，團結廣大在上海上過學，包括大學，中學，
小學等，以同意本愛國愛港宗旨的滬港的百萬人士。
自2014年以來，三年內發表愛國愛港文章千多篇。
2014年4月13日，集合400位滬港友，包括譚錦球等社團首長，參與的滬港校友聯合會正式成立。
2014年6月15日，參與義工聯盟，成為發起社團。同日下午在美孚南舉辦「中醫義診」活動。上海籍美
孚街坊500多人參與，即場組織了許多義工，在選舉中協助在區議會選舉中黃達東勝出。
2014 年 7 月，在深水埗街站向街坊呼籲，要和平，反佔中。並接受許多傳媒採訪，要求佔中人士不要佔
領街道，如果一定要公開表達需求，可以到維園集會。
2014年 8 月 17 日，該會 200 位義工參與了維園要和反佔中集會並遊行到中環。會員王晨接受電視訪問，
代表上海人呼籲香港市民要和平，不要佔中。
2014 年 9 月 7 日，馬頭圍選區舉辦慶中秋，迎國慶慈善文藝晚會，招待了300名區內上海人街坊，同年12
月，在馬頭圍選區舉辦義診，受到300名有登記的坊眾歡迎！並舉辦了送福袋，家訪，等等聯繫工作；又成
立由邵天虹為秘書長的九龍城文物古蹟關注組，舉行記者招待會，獲得傳媒廣泛報道。
2014年10月，高鼎國會長呼籲佔領街道者回家，讓出街道，使得街鋪可以繼續營業養家活口，為特區政
府和平解決社會矛盾提供契機。
2015年3月，單志明主席率會員到政府總部，遞交支持政改建議書，獲得劉江華代局長接受。
2015年 11 月 22 日，邵天虹以 24 歲，成功爭取為區議員。同樣，紅磡灣中心選區，張仁康區議員在該會
及友好社團支持下勝出。
2016年春節，初三，在傳媒發文，譴責旺角暴亂。
2016年2月26日，招待600名義工，感謝他們為香港作貢獻，並即場發表揚證書。
2016 年 9 月，組織聯繫 2 萬滬港友，支持梁美芬，謝偉駿，容海恩，葉劉，周浩鼎，田北辰，李慧瓊，
全勝，並獲得李慧瓊，梁美芬，謝偉駿的親筆簽名表揚信。
2016 年 10 月 24 日，參加了在立法會外集會，該會律師季輝在傳媒發表文章，要求開除港獨分子梁游的
立法會議員資格。
2016年11月13日，該會百多人參加立法會外的撐釋法，反港獨集會。
2016年12月11日，舉辦滬港金融論壇，提出滬港合作，雙贏的觀點。
2017年1月7日，獲得義工聯盟評獎，銀獎，銅獎及14個優秀獎。
2017年4月和香港上海金融業聯合會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書，為滬港金融服務。

滬
■港校友聯合會主席單志明
與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合照

■季輝律師（右二）在 10 月 24 日，報上發表立場，
開除宣揚港獨的「梁．游」立法會議員資格」。

單志明：弘揚偉大抗戰精神

曹如軍，滬港金融委員會副主席劉慰慈、青年義工隊
副秘書長張雯，港島獅子會(2006)會長範榮富，交通
大學校友會總會會長邢磊，上海楊浦區政協委員章海
東，茅台之友會李幹事，中業校友會優秀義工，該會
秘書長徐晶瑩、副秘書長董昱，常務副會長，廖玉麟
等等。
支持今年愛國愛港傑出義工嘉許禮的活動贊助人包
括：「鑽石獎贊助人」青年義工隊秘書長張廣勇，「白
金獎贊助人」全國人大代表
陳勇、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
事長蔡毅、全國人大代表楊
耀忠、立法會議員梁美芬、高鼎國
會長、民眾証券曹如軍、滬港金融
委員會副主席劉慰慈及第一環球創
新代表等，「黃金獎贊助人」春秋
集團、樂善堂前主席齊光華及「紅
寶石獎贊助人」單志明主席。

義工聯盟向滬
■
港校友聯合會頒
發的銀獎

上海人提供一個交流思想、溝通感情的平台，通過團
隊合作的力量實現自我價值。
「抗戰精神」是中華民族在危難時發揮最大能量，
為世界和平貢獻的偉大精神，有見及此，滬港校友聯
合會在當日邀請了四位抗日戰爭老英雄到場，年屆
100 歲蔡省三、80 歲的林珍及前工聯會理事長、95 歲
的潘江偉出席，共同回顧抗戰的難忘經歷。
因此，滬港校友聯合會建議國家設立「抗戰精
神，和平獎」，在座嘉賓紛紛於倡議書上簽署響應。
出席的嘉賓尚包括：區議員張仁康、邵天虹、洪錦
鉉，反「佔中」英雄陳蔓琪區議員等；九龍東和九龍
西社團領袖，蘇、浙、滬、北京及廣西社團領袖。民
建聯創辦者之一吳軍捷，高校聯創會秘書長李幼岐，
香港青年聯會領袖、港區政協聯誼會資深會員、中華
總商會會員及油尖旺工商聯主席沈安儀，九龍城古物
關注組俞培芳，東聯合唱團陳麗娟，舟山同鄉會前會
長朱家平浙江省政協委員，滬港聯副主席、民眾證券

立法會議員蔣麗芸致詞支持
青
■
■年義工隊長邵天虹表示，為
滬 港 校 友 聯 合 會 為 香 港 正 能 量 傳承抗戰英雄為保衛世界和平的
發聲。
偉大精神，做好義工工作。

「
「
■白金獎贊助人」、全國人大
■黃金獎贊助人」、滬港校友
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 聯合會青年義工隊副秘書長、上
蔡毅支持滬港校友聯合會青年義 海春秋國際旅行社（集團）有限
工「反港獨，反佔中」。
公司香港總經理張雯感謝年輕義
工們走入社群服務社會。

溝通及義工工作走入社會各階層。當中足球事業包括組
織足球球隊參與競賽、舉辦足球學校培訓國足苗子。就
以今年七月，本人將會帶隊到上海參與2017中國(上海)
國際青少年校園足球邀請賽，促進兩地青少年足球交
流。」張廣勇續稱，於2016年在民政部註冊了「先科(中
國)青少年足球發展基金」，目標是培育能登上世界舞台
的國家隊成員。而身兼上海楊浦區政協，他有一個極大
心願，就是以上海老家作為溝通發展足球的前陣，為中
國足球夢作一點綿力。
滬港校友聯合會宗旨是：愛國愛港，擁護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促進滬港交流，整合資源，互助共贏，凝
聚共識，家在香港。為廣大在港工作、生活、學習的

「
■黃金獎贊助人」、九龍樂善
堂前主席齊光華全力支持滬港校
友聯合會青年義工隊。

■ 2014 年 ， 反 佔
中英雄陳蔓琪律師
和為和平解決佔中
事件，舉辦記者
會，呼籲佔據街道
者讓路，為和平解
決社會矛盾作出貢
獻的高鼎國會長。

「
■白金獎贊助人」、立法會議
員、滬港校友聯合會顧問梁美芬
表示，香港和上海的相互發展，
有賴於依託中央的支持。

勇表示，他組織的活動之服務培訓對象主要為青少年，
特別是在香港一些愛國愛港的青年人。而他近幾年的體
育事業也以年輕人為主，為他們建立多一點了解祖國的
渠道及興趣。「在實踐這務實使命，我選擇了足球作為
平台，希望青少年能更認識祖國的強大，了解中國夢，
令香港特區為中國發出閃亮的光彩。以持續性與年輕人

「白金獎贊助人」、滬港金
■
融委員會副主席劉慰慈支持滬
港義工。

「鑽石獎贊助人」青秘 年書 義長 工張 隊廣

「
■白金獎贊助人」、全國人大代
表、江蘇社團負責人楊耀忠校長，
支持滬港校友聯合會青年義工，從
五個方面肯定義工的工作成績。

「
■白金獎贊助人」、上海楊浦
區政協委員章海東勉勵青年多了
解內地文化認識祖國發展。

「
「
■白金獎贊助人」、全國人大
■白金獎贊助人」、滬港聯副
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支持滬 主席、民眾證券副總經理曹如軍
港校友聯合會青年義工隊為愛國 出席滬港交流活動。
愛港作貢獻。

「
■鑽石獎贊助人」、青年義工
隊秘書長張廣勇，以體育事業加
強聯繫年輕人為主，為他們建立
多一點了解祖國的渠道及興趣。

滬港校友聯合會 歡迎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