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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赴穗聯歡
辦高爾夫球賽參觀南沙自貿區 張麗鄭翔玲施榮懷張心瑜出席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日前在廣州南沙高爾夫球會舉辦了「2017 港區
省級政協委員活動日」。中聯辦協調部副巡視員張麗，該會主席鄭翔玲、
會長施榮懷、副秘書長張心瑜以及近百位會員和嘉賓出席了活動。活動日
為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舉辦了高爾夫球賽以及安排了南沙自貿區參觀等活
動，行程豐富，歡樂熱烈。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子京

當日，在張麗、鄭翔玲、張心瑜主持開
球後，高爾夫球賽正式啟動，港區政

協委員們紛紛出發前往球場上揮桿比賽。
賽事共分 18 組，經過一個下午的角逐，
江蘇委員代表隊、廣東委員代表隊、廣州委
員代表隊分別奪得「團結盃」團體賽冠軍、
亞軍及季軍，江蘇姚茂龍委員獲得「友誼
盃」男子冠軍，張心瑜獲得「友誼盃」女子
冠軍。
至於「青年盃」由香港政協青年聯會會員
高冉奪得。

鄭翔玲回顧聯誼會工作
頒獎晚宴上，張麗、鄭翔玲、施榮懷、張
心瑜分別向獲得獎項的隊伍和會員頒發獎盃

■張麗(左二)、鄭翔玲(左三)、施榮懷(右二)
主持頒獎。
和證書，更向贊助活動的委員頒發感謝狀。
鄭翔玲對各位會員和嘉賓的出席表示歡
迎，她回顧了該會近期的主要工作，感謝各
位委員對其上任以來的大力支持。
她表示，委員活動日是政協聯會的傳統慣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活動日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活動日。
。
例活動，該會會在保持優良傳統基礎上，繼
續開拓創新，為委員做好服務。

施榮懷：續挺社會工作
施榮懷對贊助是次委員活動日的委員表示

感謝，包括馬浩文、蕭雲昇、孫立明、朱正
賢、吳維新、陳淑玲、宗第等，並呼籲委員
繼續積極支持社會工作並預留時間參加明年
第六屆理事會就職典禮。
該會當天還安排了豐富的活動，包括參觀

霍英東紀念館、南沙天后宮以及高爾夫球學
習等，了解了前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的生
平事跡以及他對國家發展的重大貢獻，領略
了東南亞最大的媽祖廟的輝煌雄偉，並學習
了打高爾夫球的動作要領。

王勇訪港區省級政協聯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子
京）海南省政協副主席王勇一行日前到訪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獲該會副會長
張學修、秘書長黃華康等熱情接待。
王勇表示，藉此行加深了對港區省級政
協委員聯誼會的認識和了解，該會本身凝
聚了各界精英，層次高、團結面廣、凝聚
力強，是一支堅強的愛國愛港力量，期望
香港委員繼續為兩地發展作出努力。
賓主雙方當日舉行座談交流，張學修代
表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歡迎王勇一行
來訪，希望雙方日後保持緊密聯繫，香港
委員將繼續為香港繁榮穩定、為祖國昌盛
添磚加瓦。

黃華康：團結青年薪火相傳
黃華康介紹了該會情況，指該會當前工
作重點是團結好委員和愛國愛港人士的第
二代，發揮年輕人的作用，達至薪火相
傳。在這方面，政協聯會，包括海南聯
會，海南政協常委、委員都做了很多工
作。

■雲南省政協港澳
委員聯誼會歡迎蔡
勇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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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表示，這次港澳之行，是希望多些
了解兩地委員的情況，亦希望藉此行進一
步推進海南和香港兩地交流合作，為兩地
發展作出努力。

冀委員繼續奉獻社會
他同時代表海南省政協感謝聯誼會對海
南政協，特別是對海南港區政協聯會和委
員的關心和支持。
他亦肯定了海南港區政協委員的作用，

希望各委員繼續做好工作，奉獻社會。
海南省政協常委莫海濤、韓陽光、盧業
樑、符傳軍，委員李秉湧、關錦添、李
鋒、陳閃、李妮、鍾保家、符績俠等赴
會，就促進海南和香港的交流合作進行交
流。
到訪嘉賓尚有海南省政協港澳台僑外事
委員會主任潘建、省政協辦公廳研究室主
任吉冬梅、港澳台僑外事委員會辦公室調
研員詹沛嘉等。

踏上政協路 兩地建橋樑
他續說：「2007 年時，我已經在長春投
資超過13年了，我對長春也有了一定的認

識和了解，與當地政商
界也都建立了良好的夥
伴關係，除此，我在香
港社會各界也有一定的
人脈關係，所以我欣然
接受邀請，我也希望發
揮所能，為長春和香港
兩地的交流往來，搭建
很好的橋樑。」
余錦坤連任了兩屆長
春市政協委員。說起政
協委員的難忘經歷，他
憶述，7年前，有個長春
家庭一家十多口人來港
旅行，在尖沙咀海港城
不慎遺失了一個手提行
李，裡面所有證件和現
金都不見了。「當時我
接到長春有關部門的致 ■余錦坤致力為長春和香港兩地合作牽線搭橋。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電請求協助這個家庭，
我馬上致電這家人見面，請他們吃飯，幫 錦坤都會馬上召集聯繫香港委員一同出來
他們報警，借錢給他們，讓他們渡過了這 參與和支持。
他說：「我們香港委員雖然來自不同行
次難關。這家人非常感動也很感激，沒想
到困難的時候，竟然會有一個陌生的香港 業，卻都是同心協力、竭力發揮所能，為
長春、為香港真正做了很多事情。」
人跑出來為他們伸出援手。」
作為政協委員，余錦坤也撰寫不少政協
正是這種樂於助人、開朗豪爽的性格，
使得余錦坤自然而然地成為港區長春市政 提案，為長春市發展建言獻策。
他說：「長春的機械生產真的很先進，
協委員的召集人。
余錦坤笑稱，真正的召集人原是常委王 是中國第一部紅旗牌汽車的生產地，汽車
路達，但因為他不是香港人，所以召集工 生產很出名，我倡議長春市要如何打造成
作才落到了自己身上。「或許是性格使 為一個現代化的汽車城，包括興建酒店配
然，使我在很多會裡面都是擔任副秘書長 套設施等，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到長
的職位，特別是我在香港廣東社團總會這 春 參 觀 ， 當 時 市 政 協 亦 接 納 了 我 的 提
個平台上一直在做聯繫工作，所以處理一 案。」
2014 年，余錦坤得到長春市政協頒授優
些召集聯絡的事宜我已是駕輕就熟了。」
秀政協委員的榮譽。說起這份榮譽，他難
團結港商為長春做實事
掩喜色，笑說：「優秀委員很難拿得到，
10 年來，不管是長春的招商引資還是接 一年才有一個，我能拿得到，這是對我工
待工作，或是涉及香港重要社會事務，余 作的一份肯定。」

服－務－社－會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沈清麗）三輝澳寶有限公司董事長余錦坤
早於 1994 年已踏足吉林省長春市投資生
意，對這座有着「北國春城」之譽的城
市，余錦坤衷心喜歡，多年來經常不遠千
里親自帶領香港商界人士一起到長春尋覓
商機。2007 年，他加入長春市政協，在政
協平台上發揮自己在商界的廣闊資源和人
脈，為長春與香港的交流往來牽線搭橋，
積極協助長春市各項招商引資，同時為長
春市發展建言獻策。10 年轉眼間過去了，
余錦坤為自己這一生能夠成為政協大家庭
一分子而感到自豪。
余錦坤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
專刊訪問時，他笑稱：二十多年前，自己
也沒想到自己有一天會和長春結下如此深
的緣分，當年他經朋友介紹到長春投資，
很快發現自己已被這座城市的魅力吸引住
了。他說：「我很喜歡長春，特別是長春
人，長春人性格豪爽俠義，喜交朋友，正
好非常適合我的性格。」
長春擁有着深厚的近代城市底蘊，是新
中國最早的汽車工業基地，還是新中國軌
道客車等工業發展的搖籃，誕生了著名的
中國一汽等重要產業。
2007 年，余錦坤特別帶領來自香港新界
獅子會人員到長春訪問，順道參觀當地的
汽車展覽。
余錦坤指：「這次訪問團成員都是香港
商界人士，我們在拜訪當地市領導後，他
們都感到驚喜，因為沒想到我原來也可以
帶一團人來訪問，於是邀請我加入政協。
我也覺得在長春的香港人特別是商界人士
很少，長春人為人豪爽坦率，和我一樣都
很喜歡廣交各方朋友。」

廣建學校助山區童脫貧

余錦坤：北上長春覓商機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子京）雲南省政協港澳委員聯誼會主席伍
濱、會長莊哲猛日前歡迎到訪的雲南省委
統戰部副部長蔡勇等代表團，賓主座談交
流，氣氛友好。
蔡勇高度讚揚了委員們在過去數年中對
促進滇港經濟、文化和慈善等建設所作貢
獻，以及加強與愛國愛港社團和各界人士
的團結聯誼，推動會員參與香港重大社會
活動，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維護香港繁榮穩
定發揮積極作用。

余錦坤今年首次獲香港特
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
嘉許他服務社會的成績。說
起社會工作，余錦坤最為人
熟悉的是他歷任三屆香港廣
東社團總會的「財長」身
份。不過，余錦坤卻說，自
己早在 1993 年已加入香港新界獅子會，認
識了「獅兄」余國春，1996 年香港廣東社
團總會成立後，他應當時擔任總會主席的余
國春邀請加入總會。
說起獅子會，余錦坤不經意流露出一份
深厚感情，他說，正因為自己加入了獅子
會，才幫助自己建立了很好朋友圈，更重要
是大家志同道合，都願意出來為社會做事。

每年建一校 瞬間35載
他憶述：「自己剛入獅子會時，時任會
長林漢武因篤信佛教，他提倡獅子會以後每
年在內地每個省份興建一所小學，幫助內地
貧困山區的教育事業，每年建一間學校大約
花費 30 萬元，他自己出三分之一，其餘
『獅兄』合出三分之二。」
時至今日，35 年過去了，當年希望每年
在不同省份興建一所學校的願景也實現了。
過去 35 年，每當有新學校落成，余錦坤都
會代表獅子會親自前往見證儀式。

莊小峰：讓華人共享祖國繁榮
該會常務副會長莊小峰、徐應強赴會。
莊小峰代表感謝雲南省委省政府相關部門
的關心支持和指導，作為政協委員，一定
會繼續建言獻策，發展壯大愛國愛港力
量，增強香港同胞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
神，讓香港同胞同祖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
的歷史責任；同時配合國家「一帶一路」
政策，廣泛團結聯繫海外僑胞和歸僑僑
眷，讓所有華人同胞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
偉大榮光。

■余錦坤展示
「回歸廿載紀
念幣書法掛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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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達文 攝
他倍感欣慰地說：「現時我們國家已經
愈來愈富強了，農村收入也愈來愈高了，個
個富起來，政府亦會資助學校及學生，現時
農村教育水平已經大幅提升了。我曾經能夠
為內地教育事業盡一分力，這份滿足感會一
直存在心。」

製回歸紀念幣掛畫贈好友
近年來，余錦坤愛好收藏不同時代、不
同國家的紙幣硬幣，更在 4 年前參與創立了
「大中華收藏家協會」並擔任創會副會長一
職。今年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該
會特別製造發行 2,000 套「回歸廿載紀念幣
書法掛畫」送贈好友。
此掛畫收集了 1997 年香港特區政府發行
的香港回歸紀念流通硬幣，共計 9 枚，分別
是伍元、貳元、壹元、伍毫、貳毫、壹毫各
一枚，中國人民銀行於 1997 年發行的拾元
雙色回歸紀念硬幣兩枚，以及協會今年監製
發行的回歸廿周年銀章一枚。
余錦坤說，此套裝的亮點在於採用書法
掛畫形式展現，「回歸」二字由張大千首徒
楊銘儀老先生所作，字體如行雲流水而又兼
納乾坤。墨染背景與銀章、書法構成三位一
體之意境，天壇象徵祖國，香港與祖國緊密
相連，大雁北歸體現的是一種回家的信念。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沈清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