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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逢今年西方情人節及中國農曆新年日
子相近，D2 Place將舉辦一連串以「花」
為主題的新春賀歲及情人節活動，包括自
家設計限量版《錦上添花》精美利是封換
領、寵物年宵市集、舞獅表演、情人節主
題展覽、社區攝影導賞團等，與市民一同
歡度節日。
D2 Place以多款賀年花為設計藍本，包

括串串金、水仙花、燈籠花及杜鵑花等，
寓意百花齊放。顧客可憑即日機印發票消
費滿HK$800，換領《錦上添花》精美利
是封乙套。
除了利是封換領活動，商場內更設有不

少以花為題的特色佈置及市集活動，市民
可免費參加及到場拍照留影；D2 Place二
期地下The Garage將放置傳統大鼓，市民

可以一試當鼓手的滋味；舉辦首個寵物年
宵市集《寵物橫町》，集合各式各樣新年
特色產品及賀年花藝攤位，寵物可以在市
集範圍內於地上行走，與主人一起
shopping夠晒freestyle等。
另外，D2 Place還首次聯同《饒宗頤文

化館》、《LIFE Mart》和《山野市集》
合辦大型社區文化市集活動。整個活動將
會圍繞荔枝角及美孚的社區文化，於D2
Place一期The Space及饒宗頤文化館同時
進行。市集於情人節前夕進行，
以「花開花落有時．賞花惜花及
時」為主題。除了傳統市集攤
檔，活動期望以其他不同元素來
聯繫社區文化，包括攝影導賞
團、展覽、放映會及音樂會等。

該活動邀請了香港文舞匯教育中心、香港民間
藝術團體「逸舞飛揚」舞蹈團、香港文舞匯

藝術團「傾唱團」、香港兒童古箏團、「我們」
俱樂部等，共40位團員代表。旨在匯集香港本地
教育、文化、藝術界青年與廣州大學師生進行交
流學習，提高藝術造詣，增進穗港青年的相互了
解，讓香港青年深入了解內地社會、感受當地特
色風土人情以及人文藝術。
香港交流團通過參與遊覽沙灣古鎮、大師班交

流論壇、粵港澳大灣區青年文化藝術共融與發展
論壇等系列活動，兩地青少年共同探討了中華文
化藝術的成果和發展前景，並在活動中展演了精

彩紛呈的創作精品。
本次交流活動恰逢聖誕假日，香港青少年交流

團的各個代表團隊準備了精彩的文藝表演，與音
樂學院學生一同舉辦了精彩紛呈的聖誕晚會。此
次香港交流團中還有一個特殊的群體「港漂青
年」——來自內地、現今在香港工作或讀書生活
的年輕人，他們從香港當下的文化藝術角度，與
廣州大學的學生們分享了在港工作、學習和生活
的情況。「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正是
香港青年的機遇，這將促進兩地青年人的交流，
拉近兩地青年人的距離，同時提升香港青少年的
國家觀念、民族意識和文化認同感。

南洋商業銀行加入中國信達後，積極響應香港金
融管理局推動「普及金融」的呼籲，去年於葵盛東
邨開設分行，成為首間於葵盛東邨開設分行的銀
行，為區內居民帶來優質的銀行服務。近日，南商
於11間分行安裝13部「語音導航自動櫃員機」。
葵盛分行提供開戶、存款、理財、保險、貸款、
股票、投資及櫃位服務等全面的零售銀行服務，並
設有24小時自助服務中心，致力為居民帶來更大的
便利。分行同時設置無障礙設施，包括方便輪椅使
用者的低櫃位、輔助聽障人士的聆聽輔助系統及召
喚鐘等。南商更擴展無障礙設施至自助銀行服務，
葵盛分行推出全行首部語音導航自動櫃員機，自動
櫃員機並配備觸覺指示標記，貼心照顧視障人士的
需要。
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日前親臨葵盛分行，
南商董事長陳孝周及副董事長兼總裁方紅光陪同參

觀。陳德霖表示：「南洋商業銀行積極響應金管局
的呼籲，加強在公共屋邨的銀行服務，照顧基層市
民對基本銀行服務的需要，我對此表示讚許。」

南商響應「普及金融」照顧社區需要 D2 Place新春活動花樣百出

■南商董事長陳孝周（右二）、副董事長兼總裁方
紅光（右一）及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右
三）於便利傷健人士使用的銀行櫃位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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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總書記在視察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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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鴻冀中企協挺港融國家發展
出席執董會議並致辭 宣介習思想十九大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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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鴻表示，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自成立以來，積極發揮作為

駐港中資企業的綜合服務平台作
用，廣泛聯繫、團結和帶領廣大
駐港中資企業認真履行企業社會
責任，參與社會公益事業，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提升了駐港中資企業
整體形象，為「一國兩制」事業
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作出了重要
貢獻。
她希望中企協會未來在支持香

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支持特區

政府破解民生難題、廣泛聯繫和
團結民營企業、積極開展公益慈
善事業等方面繼續發揮建設性作
用，並為包括中資退休優秀高級
管理人員在內的各類人才發揮作
用搭建平台。

高迎欣付剛峰分任正副會長
當天會議選舉中國銀行（香

港）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執行董
事兼總裁高迎欣接替岳毅擔任香
港中國企業協會第十四屆會董會
理事、會長，香港中資企業慈善

基金有限公司第五屆董事會主
席；選舉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總
會計師付剛峰接替蘇新剛擔任香
港中國企業協會第十四屆會董會
理事、副會長，香港中資企業慈
善基金有限公司第五屆董事會副
主席。

20家駐港中企負責人出席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國旅遊集團公司、上海實業
（集團）有限公司等20家主要駐
港中資企業負責人出席了會議。

江蘇義工團團拜 千人歡聚迎新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香港江
蘇義工團日前舉行2018新春團拜聯歡
午宴，香港江蘇社團總會會長唐英
年、香港江蘇義工團團長姚茂龍等首
長，以及近千名義工友好歡聚一堂，
喜迎新歲。唐英年、姚茂龍在會上均
呼籲，大家繼續擴大和團結更多人
士，壯大義工隊伍，凝聚更多義工力
量服務社會。
唐英年在午宴上表示，江蘇義工團
長期以來堅定支持「一國兩制」方
針，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香港
的繁榮穩定作出積極貢獻。他又指，
江蘇義工團致力推動義務工作，提供
義工培訓和交流活動，義工人數由最
初的十多人發展至今，擁有27個義工
隊、超過1,000名義工隊友。

唐英年籲凝聚義工力量
唐英年呼籲大家繼續擴大和團結更

多人士，鼓勵身邊親友和團體加入義
工團，凝聚更多義工力量，服務社
會。「更重要的是，義工通過服務，
能夠與受助人一同分享、一同成長，
彼此獲益，真正體會到用『生命影響
生命』的珍貴。」
他相信在姚茂龍的帶領下，在各位

義工的積極參與下，江蘇義工團將不
斷壯大，希望大家共同攜手，爭取把
義工團打造成一支優秀的隊伍，為締
造更美好香港而努力。
姚茂龍表示，江蘇義工團過去一年
舉辦了多次敬老愛老、慈善賣旗活
動，組織義工回訪家鄉，舉辦各類展

覽活動等，多年來更一直積極參加各
類愛國愛港活動，自覺維護「一國兩
制」方針，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在以往選舉中積極支持各地區、各界
別愛國愛港候選人。

姚茂龍籲挺愛國愛港候選人
他呼籲大家在3月11日立法會補選
中，動員身邊親戚朋友積極投票，支
持愛國愛港候選人。
他續說，眾義工都是自發參與活

動，讓他非常感動，大家都十分明白
國家好，香港才好。
他希望大家新一年精誠團結，在社
會各界朋友、家鄉領導、各江蘇社團
的關心支持下，繼續積極開展各種形
式的關愛活動，舉辦更多有意義、有

活力、有人氣的義工活動，關心青
年，團結青年，壯大義工隊伍，將義
工工作做好。
江蘇旅港同鄉聯合會會長馬忠禮、

香港義工聯盟常務副主席王明凡則感
謝眾義工作出的積極貢獻，希望大家
在新的一年一如既往支持義工團發
展，為有需要的人服務，攜手構建關
愛、和諧、共融的香港社會。
中聯辦行財部部長李載林及副部長

孫忠新、社聯部副部長黎寶忠、港島
工作部副部長陳旭斌，江蘇義工團副
團長唐慶年、王建陵、曹元石、黃華
等出席活動。
嘉賓為榮獲香港義工聯盟傑出義

工、傑出義工隊得主頒獎，以表彰其
傑出成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詩）香港福建連城
同鄉聯誼會（連城同鄉會）日前舉行第五屆理監
事就職典禮，周燕清膺會長，羅萍升任榮譽會
長。場內逾百名鄉親聚首宴賀，一同見證。
龍岩市委統戰部常務副部長、市海外聯誼會常

務副會長盧敏雲，連城縣委常委、統戰部部長鄭
煌泰，香港閩西聯會會長江全孚等出席主禮。
周燕清致辭時表示，連城同鄉會自創會以來，

一直秉持團結鄉親、聯絡友誼、造福桑梓、共謀
發展的宗旨，作為新一屆會長，她定將帶領理監
事為該會創造更好明天，冀大家今後繼續高舉愛
國愛港愛家鄉的偉大旗幟，為維護「一國兩制」
以及香港的繁榮穩定而努力貢獻。

盧敏雲盼促兩地交流
盧敏雲肯定連城同鄉會對香港及家鄉發展的貢

獻，他冀鄉會能夠進一步加強社團建設，發揮橋
樑紐帶作用，團結更多在港鄉親，特別是年輕一
代，鼓勵他們積極投身香港社會事務，關心家鄉
發展，促進龍港兩地的交流合作。
鄭煌泰表示，在連城同鄉會以及廣大鄉親的多

年努力下，使連城與香港之間的關係愈趨密切，
相信鄉會未來定能繼續為家鄉招商引資、深化兩
地的經貿及文化等多方交流合作。
他又呼籲在場鄉親多回家看看，支持家鄉建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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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江蘇義工團2018新春團拜聯歡
午宴，主禮嘉賓與一眾傑出義工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摯 攝

■周燕清（左二）接受家鄉領導代表贈送紀念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繆健詩 攝

■唐英年在午宴上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摯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