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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佛肇聯誼總會會董就職
林鄭月娥林武李煥春等主禮 霍震寰蟬聯會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沈清麗）
香港廣佛肇聯誼總
會昨晚舉行慶祝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8 周年暨第三屆會
董會就職典禮。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
中聯辦副主任林
武，廣東省委統戰
部副部長李煥春等
共同主禮。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霍英
東集團行政總裁霍
震寰蟬聯會長。

■香港廣佛肇聯誼總會第三屆會董會就職，賓主合影。

主禮嘉賓尚有中聯辦社聯部部長李文，
廣州市委統戰部副部長曾衛東，佛山

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張冠峰，佛山市政協主席
熊志翔，肇慶市委統戰部副部長李霞，肇慶
市政協副主席陳家康。
本港各界翹楚、社會名流、該會首長會員
超過400人聚首一堂，歡慶國慶。

林鄭：高鐵通車對港發展重要
林鄭月娥在典禮上致辭指，隨着國家蓬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勃發展，粵港澳合作平台亦不斷優化，香
港與廣州、佛山、肇慶三市互動更趨密
切。政府正進行具體規劃，務求盡快推出
發展規劃和個別項目，合力發揮粵港澳大
灣區的綜合優勢。如要把握發展機遇，必
須全力推進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因此即
將通車的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對本港長遠發
展至為重要。
她指出，現時香港來往廣州、佛山、肇慶
的直通巴士車程大約為三四小時，鐵路也需

兩三小時。
她續說，未來高鐵通車後，由香港出發到
廣州南站只需 48 分鐘，再轉往佛山和肇慶
可節省很多時間，方便又舒服。
她舉例指，上月她到訪內地多個城市期間
都選擇乘搭高鐵短程路線，體驗到國家高鐵
網絡在拉近城市距離的成效，並藉此注入新
經濟和社會動力，令她更期望高鐵香港段在
明年第三季度通車，令香港市民也能享受高
鐵帶來的各種好處。

霍震寰：推動「帶路」做出貢獻
霍 震 寰 表 示 ， 今 年 是 香 港 回 歸 20 周
年，過去經歷的風雨都在祖國扶持庇蔭
下得以化危為機，並朝着正面方向快速
邁步。
廣佛肇聯誼總會第三屆會董會將發揚愛
國愛鄉情操，繼續攜手支持「一國兩
制」，維護香港核心價值，推動「一帶一
路」和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發展建設，發

揮作用，做出貢獻。
展望會務發展，霍震寰表示，會繼續對內
團結上下，服務會眾，培育年輕新秀；對外
弘揚會務，以一顆赤誠心關注更多青年和地
區工作，創新提升會務，向邁進現代化社團
轉型的道路上努力前行。
廣佛肇聯誼總會第三屆會董會成員尚有主
席劉軍，執行副主席鄧祐才、呂耀華、何業
成、張廣軍、謝禮明，副主席霍啟山、朱樹
昌、陳建豪、陳國誠等。

國慶青年音樂會6000門票售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學修）「國
慶青年音樂節」將於 10 月 2 日假紅磡香
港體育館舉行，這是香港同胞慶祝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 68 周年籌備委員會連
續第三年舉辦同一活動。籌委會秘書長
蔡冠深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透
露，今年音樂會一如既往以韓國人氣歌
星為主打，並聯同香港和內地的歌星同
台演出，反應非常熱烈，6,000 張門票
已全數售罄，他相信透過年輕音樂新力
量，能夠讓年輕人感受國慶的喜悅和氣
氛。
蔡冠深介紹，籌委會將一連兩晚假紅
館舉行晚會，10 月 1 日的「國慶文藝晚
會」是傳統的歌舞表演，為較年長市民
而設；10月2日的「國慶青年音樂會」則
是以年輕人為主的晚會，特邀深受時下
年輕人歡迎的歌星參與演出，包括韓國
人氣男團 INFINITE、創作歌手 Jun.K、
女歌手白娥娟、內地組合 Boy Story、香
港歌手吳業坤和林欣彤。
當中 INFINITE 已是連續第三年為音樂
會擔任演出嘉賓，談及他們受歡迎的程
度，蔡冠深憶述過去兩年的情況：「在
INFINTE 到場的一刻，粉絲們都激動得
連鐵馬也推倒了。」
談及選擇演出嘉賓的條件，蔡冠深坦言
首要考慮是歌星的受歡迎程度。

他指，過去兩年進場
的市民中，平均年齡約
25歲，中學生佔最大多
數，大學生次之，當中
超過一半是女性，籌委
會便根據以上統計，依
年輕人喜好和口味，安
排相應的歌星演出。
「當然我們也會作全面
的考慮，盡量平衡演出
嘉賓的男女比例，同時
為了切合『國慶』這個
主題，也一定會邀請香
港和內地的歌星演
出。」

蔡冠深：邀歌星配合青年口味
被問及會否擔心以韓星為主打會淡化
國慶主題，蔡冠深強調，籌委會並不是
在舉辦「韓星音樂會」。「我們的目的
是與年輕人同樂，讓他們能夠度過一個
開開心心的晚上，僅此而已，所以我們
會優先考慮年輕人的喜好，吸引年輕人
購票進場，達至同賀國慶的目的。如果
我們邀請的嘉賓並不符合年輕人口味，
無法吸引年輕人進場，反而是浪費了資
源和金錢。」
他補充，今年每個表演單位由去年獻

■「藝恒愛心行動獎學金計劃2017」頒獎禮，賓主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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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4 首歌增至 5 首歌，務求令年輕人能夠
更加盡興。

千二萬辦兩晚會「低成本」
兩場國慶晚會共耗資約 1,200 萬元，蔡
冠深形容這是「低成本製作」，並坦言
深知尚有其他更受歡迎的韓星，但礙於
資金問題只能有所取捨。
他透露，他將率團往緬甸仰光，參與
於 9 月 15 日至 17 日舉行的第十四屆世界
華商大會，希望藉此帶動香港經濟，令
日後能夠籌集更多資金，舉辦陣容更鼎
盛、更多場次的「國慶青年音樂會」。

藝恒愛心行動獎學金頒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由藝恒愛心
行動主辦的「藝恒愛心行動獎學金計劃
2017」日前假尖沙咀會堂舉行頒獎典禮，中
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王小靈、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劉健儀、立法會議員易志明及梁美芬
等蒞臨主禮，為中、小學組各 155 位優秀學
生頒獎。典禮吸引近千家長、學生到場參
與。主辦機構希望透過該獎學金計劃，鼓勵
同學們於新學年勤奮向上，再創佳績。
活動由九龍社團聯會青年事務委員會、九
龍城青年協進會、東九龍青年社、油尖旺青
年社、青年觀塘、深青社合辦，由「2016 高
球界關愛行動」贊助，教育局局長政治助理
施俊輝、新界總商會會長張德熙、九龍城青
年協進會主席陳欣耀、2016 高球界關愛行動
籌委會委員陳少雄等亦出席是次頒獎禮。

袁炳恒勉港青當義工助人

霍震寰宴迎培華經研班青海學員
■霍震寰
（前排右
八）與第八
十六屆中高
級公務員經
濟管理研究
班學員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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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香港培
華教育基金會主席霍震寰日前假灣仔皇
朝會設晚宴，歡迎「第八十六期中高級
公務員經濟管理研究班」39 位學員蒞
港。研究班學員主要來自青海省，由青
海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副廳長張劍
飛任團長，在港開展為期兩周的學習培
訓，了解香港發展現狀及經濟管理模
式。
霍震寰表示，青海省位於祖國的西北
部，自古以來就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節
點，連接中國與中西亞的貿易往來，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摯 攝

藝恒愛心行動主席袁炳恒表示，該會 2014
年首次舉辦的獎學金頒獎禮中，共有 37 位同
學獲獎；由於活動反映熱烈，該會於 2015
年把活動範圍覆蓋至九龍的三個區，得獎學

生更增加至 157 位；去年更是獲得多個慈善
團體及熱心人士的支持贊助，讓活動擴展至
全九龍區，獎項亦大幅增加至338個。
活動今年已踏入第四屆，共有 310 位同學
獲獎，希望該計劃能繼續鼓勵同學努力向
上，讓更多來自低收入家庭且品學兼優的同
學得到幫助及鼓勵，同時希望能透過計劃進
一步走進社區，接觸青年，鼓勵青少年及他
們的家長成為義工，一同為社會上更多有需
要人士服務。
藝恒愛心行動永遠榮譽主席羅志賢致詞感
謝合辦機構、各界善長的鼎力支持，希望得
獎學生繼續努力，學有所成後回報社會。
據介紹，「藝恒愛心行動」由一班航運交
通界及熱心公益的人士於 2013 年發起成立，
是香港之註冊慈善團體，創會至今已舉辦了
超過 200 個慈善活動，受惠人數超過 35 萬人
次。該會定期探訪本港及內地殘疾人士、長
幼、單親、無家者等弱勢社群，提供扶貧、
醫療及教育服務，並與各社區慈善團體合
作，推廣及組織有益社區的康樂、扶貧、教
育等服務，發揮互助互愛精神。

廠商會邀邱騰華分享工商發展理念

今更是「一帶一路」的重要戰略據點，
有着可觀的發展前景，香港未來可與青
海省緊密合作，為國家新一輪發展戰略
貢獻力量。
他並感謝香港理工大學企業發展院參
與合辦是次研究班，為學員提供專業的
教育培訓，開拓新思維，相信通過研究
班的學習，能增加學員們對香港的認
識，成為連接香港與青海的橋樑。

張劍飛介紹當地情況
張劍飛介紹了青海的自然生態、人

口等情況，指青海是長江、黃河的發
源地，生態、旅遊資源豐富，包括昆
崙山、可可西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青海湖、萬畝油菜花海等自然風光，
冀香港市民到青海走走看看，認識青
海。
他感謝香港培華教育基金會的無私奉
獻，多年來致力培養內地中西部地區公
務員，開拓了學員的視野，相信該研究
班的學員定能學以致用，把所學知識運
用到青海的發展中，並充當好橋樑紐帶
角色，加快香港和青海合作交流。

■邱騰華
（前排中）
與 廠商會
眾首長合
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廠商會日前舉
行會董晚宴，邀得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
騰華擔任主講嘉賓，分享新一屆特區政府對
促進香港工商業發展的理念。
邱騰華指出，在「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發
展下，香港作為融資基地及專業服務平台，
有助本地企業掌握商機。政府將來所制定的
貿易政策、雙邊及多邊貿易談判等都會圍繞
這兩個發展藍圖去實行。他期望工商界繼續
與政府合作，重新審視彼此的角色，探索更

多可行的政策。
廠商會會長李秀恒感謝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一直支持廠商會的工作。
他希望新一屆政府能繼續透過到位的政策
及投入更多資源，推動本地企業及內地港企
升級轉型和發展市場，協助他們抓緊「一帶
一路」及大灣區發展帶來的機遇。
廠商會永遠名譽會長梁欽榮、尹德勝，副
會長陳淑玲、吳永嘉、徐炳光、徐晉暉、吳
清煥、吳宏斌、史立德、戴澤良等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