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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業強：促進兩地交流

該會會長、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劉業強致歡迎
辭時表示，該會的成立標誌着屯門各個社團政團、

商會協會、慈善團體、宗教組織團結一致，齊心協力服務
區內居民，共同建立更和諧、更繁榮的社區，亦彰顯了大
家對屯門區的歸屬感。該會定當以國家民族尊嚴、以香港
繁榮穩定、以新界民生福祉為重，團結區內愛國之士，發
揚互助互愛精神，促進各界溝通聯繫，積極參與社會事
務，共謀福祉，共建和諧社會。

劉林：冀同舟共濟建更好屯門
劉林致辭稱，他非常高興在美麗的屯門黃金海岸見證屯
門各界協會成立的黃金一刻。屯門各界協會的成立標志着
區內愛國愛港力量的大團結、大合作，期望各界領袖同舟
共濟，積極支持特區政府和特首依法施政，共同建設美好
屯門。劉林指出，中共十九大日前勝利召開，為國家在新時代的
發展定下新方略，香港各界應團結一致，把握國家「一帶一路」
及大灣區建設等的新機遇。隨着港珠澳大橋的通車，機場至屯門

海底隧道的貫通等一系列重大交通設施投入使用，相信屯門將會
更好、更快地融入粵港澳大灣區，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為「一
國兩制」事業，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新的貢獻。

陳積志：繼續團結區內人士
陳積志致辭時講到，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香港今

天的成就得來不易，除了得到祖國的大力支持，亦是有賴社會
各界的共同努力。他希望屯門各界協會能繼續團結區內人士，
支持新一屆特區政府的工作，為祖國及香港作出貢獻，共同推
進屯門社區發展，造福社會。
馮雅慧為協會領導層就職監誓；執委會主席李洪森議員致祝

酒辭，祝祖國強大興盛，香港繁榮穩定，協會會務日隆。在典
禮尾聲，一眾嘉賓進行亮燈儀式，將活動推向高潮。另外，中
聯辦新界工作部張肖鷹副部長還為今年獲特區政府授勳人士頒
授賀狀，以表揚他們長期對社區所做的貢獻。出席活動致賀的
還有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劉國勳及多位區議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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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各界協會正式成立屯門各界協會正式成立
屯門各界協會成立典禮日前假黃金海岸酒店宴會廳舉行，中聯辦新界工作部

部長劉林、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陳積志、屯門民政專員馮雅慧、鄭卓標、黃健榮

等出席主禮。包括立法會議員、政府官員、工商界人士及社團領袖等近400位

嘉賓到賀，場面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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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 問：陳文華議員MH 古漢強議員 歐志遠議員
吳觀鴻議員 朱耀華議員 程志紅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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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水根先生 劉秀英女士 陳浩庭先生 黃 彬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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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顧問：陳遠華先生BBS, JP ＄10,000 周錦祥先生BBS, MH ＄10,000

林德亮先生MH, JP ＄10,000 吳偉光先生BH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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