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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
京報道）來自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
的 2,464 名高中師生，其中包括曾
智明青少年發展基金會贊助的 550
名香港營員，昨日齊集北京大學，
參加 2017 年青少年高校科學營全國
開營式暨北京營開營活動。中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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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高校科學營北京揭幕
尚勇宣佈開營 林蕙青黃柳權譚鐵牛張濤徐延豪崔世平等出席

協常務副主席尚勇，教育部副部長
林蕙青，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
權，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中科院
副院長張濤，中國科協副主席徐延
豪，澳門科技協會理事長崔世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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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出席開營活動。尚勇代表主辦單位
宣佈開營。林蕙青和黃柳權向 14 個
分營代表授予營旗。

■譚鐵牛（左）頒發「特別貢獻證書」予曾
智明青少年發展基金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自今年起，曾智明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將
共出資 625 萬元人民幣，連續 5 年每年

贊助550名香港師生參加科學營活動。
譚鐵牛在開營活動上為曾智明青少年發展
基金會頒發「特別貢獻證書」，充分肯定基
金會在關注和推動青少年學生的科技文化交
流中所作出的貢獻。
曾智明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是由全國政協委

員、香港金利來集團副主席兼行政總裁曾智
明捐贈 1,000 萬港元，於 2016 年設立，旨在
支持青少年的教育、發展和文化交流活動。

曾智明基金贊助港師生參與
該基金會於2017年起，將連續5年每年贊
助香港師生 550 人（包括 500 名中學生及 50
名帶隊教師），赴內地參加由中國科協、教

育部共同主辦的「青少年高校科學營」活
動。目的是激發青少年對科學的興趣，引導
青少年崇尚科學，培養青少年的科學精神、
創新意識和實踐能力，加強兩岸及港澳地區
青少年學生的科技文化交流。
此前 3 個由港生設計的太空實驗隨「神舟
十一號」飛船升空，其中「水膜實驗」的設
計團隊，就有成員曾參加過「青少年高校科

學營」活動。

赴國家級實驗室體驗創新文化
今年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共有11,616名高
中學生走進 65 個分營，在為期一周的科學
營裡，營員們將全方位體驗校園生活，與院
士專家面對面交流，並走進國家級重點實驗
室，感受科技魅力，體驗創新文化。

據悉，青少年高校科學營舉辦 5 年來，承
辦高校從41所增加到51所，6家中科院所和
9 家合作央企敞開大門，引領各類科技專題
營，共組織院士專家講座 1,097 場，開放國
家級、省部級重點實驗室1,354次。
其間，來自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共計
47,565 名高中生和 4,756 名中學教師參加了
科學營活動。

林軍訪僑總與近百僑友交談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子京）中國僑聯
顧問、前主席林軍日
前到訪香港華僑華人
總會（僑總），與近
百名僑友親切會晤交
談。僑胞衷心感謝林
軍任僑聯主席期間，
盡心盡責為僑胞服
務，以政治智慧和豐
富經驗開拓僑聯事
業，給僑務工作作出
好榜樣。
香港華僑華人總會
近百人以熱烈掌聲歡
迎林軍蒞臨僑總會
所。僑總李碧葱會長
致歡迎辭指，林軍任
中國僑聯主席 10 年 ■中國僑聯原主席林軍訪問僑總，並為僑總題名贈送了墨寶。
林軍表示，10 年來，其發自內心親僑愛
來全心全力推動僑聯事業發展，經常到香
港看望僑界朋友和僑二代，一貫鼓勵僑團 僑，努力為僑服務，感謝歸僑僑眷和海內
「為僑服務」，團結僑胞，「匯聚港人正 外華僑華人廣泛認同和支持僑聯事業。僑
聯工作非常重要而且十分不易，全靠中央
能量，共圓中國振興夢。」
領導政策指引和廣大僑界鼎力支持幫助。
李碧葱讚林軍心繫僑胞
僑聯上下團結一心，服務僑胞，服務大
她又讚揚林軍代表中國僑聯心繫僑胞， 局，參政議政，履行職能，務實開展僑務
工作，不斷創造僑聯事業新局面。
同大家心連心，十分親切。
他表示，10 年來最大收穫是結交了許多
她表示，僑總在中央僑務部門鼓勵下，
繼續本着「愛國、愛港、愛鄉、愛僑」宗 僑界朋友，友誼長存，他希望大家繼續聯
旨，開拓會務砥礪奮進，做建港興邦的促 繫來往，永遠是朋友。
僑總梁淦基主席表示，林軍來港看望香
進派。

化粧品同業與調解協會簽備忘錄

■香港化粧品同業協會、香港調解專業協會簽訂合作備忘錄，雙方代表、業界人士合
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學修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學修）對消費者
和營商者而言，商業糾紛既令人困擾，循
傳統法律程序解決又耗時且花費高昂，其
中牽涉金額較高、影響較深的化粧品和美
容行業更是「重災區」。有見及此，香港
化粧品同業協會、香港調解專業協會日前
簽訂合作備忘錄，配合政府近年倡議的
「調解為先」，積極推廣相關工作，如設

立調解查詢熱線服務、加強培訓熟悉美容
行業的調解員、向業界推廣「調解為先」
的概念等，希望透過調解締造雙方接納的
解決方案，有效控制風險、費用和時間，
達至雙贏局面。
香港化粧品同業協會會長何紹忠表示，
現時香港美容和化粧品零售行業正面對前
所未有的挑戰，消費者對有關服務和產品

■「仁愛堂海上絲路探索之旅2017」簡介會，評審與參加學生合照。

仁愛堂海絲之旅赴印尼考察

港僑胞，十分難得。中國僑聯近 10 年扎實
推進僑聯工作創新發展，心繫海內外華僑
華人，全力支持香港僑團愛國愛港作貢
獻。

為僑總題名贈墨寶
他稱，林軍應僑總請求為該會題寫了會
名，贈送了墨寶，墨寶會製成牌匾懸掛大
廳並請林主席揭幕。
出席會晤座談的尚包括該會常務副會長
蔡碧強、黃惠山、呂良民，副會長林慧
卿、崔大林、駱漢生、陳華岳等。

要求甚高，而且效果是否理想、是否足夠
較為主觀，容易引起爭執。
他表示，目前業界的調解方法多是經消
委會、議員、媒體等途徑解決，一方面消
耗大量時間和金錢，另一方面營商者為了
顧及形象，經常選擇妥協，大大打擊業內
前線員工的士氣。他冀透過推廣「調解為
先」，為雙方帶來更理想的解決方案，改
善營商環境和服務質素。
香 港 調 解 專 業 協 會 主 席 Michael John
Spitz 指，調解是解決糾紛的良好方法，有
效降低雙方所承擔的成本，亦更容易達成
共識。他續指，調解在美國已有超過 40 年
的歷史，但在香港只有十多年的經驗，制
度尚未完善，仍處於發展中的階段，希望
透過是次簽訂合作備忘錄，能夠進一步推
廣「調解為先」。
香港化粧品同業協會認為，是次簽訂合
作備忘錄是改善商業糾紛解決方法的第一
步，希望日後能夠仿效「金融糾紛調解中
心」，為化粧品和美容業界設立「調解中
心」，進一步回應業界對解決糾紛的殷切
需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由仁愛
堂、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香港大學
生物科學學院合辦的「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呈獻：仁愛堂海上絲路探索之旅 2017」，
日前假香港大學順利舉行評審日。活動邀
得政府、學界、商界及環保界的代表擔任
評審，甄選出 26 名年介 15 歲至 18 歲的考
察大使，將於8月1日啟程前往印尼蘇拉維
西島進行10天的環保考察。
據悉，今年「仁愛堂海上絲路探索之
旅」共有 51 間中學參加，提名超過 100 名
高中學生。
學生需要經過初步評選，再接受一系列

由專家策劃的工作坊及外展訓練營等活
動，最後由支持機構環境保護署社區關係
總監陳英儂、活動榮譽顧問李樂詩、合辦
機構香港大學生物科學學院侯智恒，以及
多名仁愛堂首長及相關導師擔任評審，嚴
格甄選出 26 名表現卓越的學生成為本年度
的「考察大使」。
考察大使將走遍熱帶雨林、棕櫚林、紅
樹林、動物救援中心和販賣瀕危野生動物
的巿場，了解海洋及森林的保育工作和考
驗。考察大使更有機會訪問當地華僑，體
驗風土人情及探討「一帶一路」計劃對經
濟發展和環境帶來的挑戰和機遇。

潮商互助社接待劉永銘一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子京）香港潮商
互助社日前於會所接
待到訪的汕頭市澄海
區委書記劉永銘一
行，理事長陳賢豪、
副理事長孫志文等熱
情迎迓，賓主就兩地
發展廣泛交換意見。
陳賢豪代表該會感
謝家鄉領導的關懷， ■陳賢豪（前排右四）與劉永銘（前排左三）等賓主合照。
劉永銘高度讚賞潮商互助社一直秉承
並介紹了該社的會務發展情況。
他稱，該社堅守「團結互助 濟困扶危」 「團結互助 濟困扶危」宗旨，贈醫施
宗旨，創設西醫診所為市民贈醫施藥將近 藥、造福社群將近 60 年，是潮屬社團中久
一甲子，還推行中西區長者健康服務計 負盛名的慈善團體。
劃，又有特別扶助貧困獨居長者的「同夢
冀兩地融入「帶路」建設
耆圓計劃」。
他詳細介紹了家鄉最新發展及規劃前
近年，在該社首長及理事的支持下，更
將濟困扶危的抱負伸展到內地，如當內地 景，冀香港鄉賢多回鄉看看，親身感受家
遭遇天災，以及近年的廣東扶貧濟困日， 鄉的變化，繼續關心支持家鄉建設，充分
均發動同人、鄉親參與活動籌款，第一時 利用澄海本地資源優勢加以配合香港的獨
特優勢，共謀發展的機遇，使澄港兩地融
間將集資所得送到內地同胞手上。
陳賢豪說，家鄉澄海近年各項建設、經 入「一帶一路」建設。
潮商互助社永遠名譽社長李蘭篤、吳哲
濟實力和人民生活均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
化，同仁為家鄉的成就深感自豪，將一如 歆、永遠榮譽社長林本雄等出席接待座
談。
既往關心支持家鄉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