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詩）香

港福建社團聯會、福建省港區政協

委員聯誼會日前分別接待福建省政

協副主席洪捷序一行，賓主暢敘鄉

情，共話發展，圍繞如何推動新時

代閩港交流合作進行深入探討。洪

捷序高度肯定了近年來鄉親、委員

在促進香港繁榮穩定、維護「一國

兩制」方針、團結在港閩籍鄉親等

方面作出的成績。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6日在信德中心黃金
閣與洪捷序一行舉行座談會。該會主

席吳良好，候任主席吳換炎，榮譽主席林廣
兆，永遠名譽會長施子清，副主席兼秘書長
周安達源等出席。其間，施子清向洪捷序贈
送書法結集。

吳良好：「福建模式」受各方肯定
吳良好發言指，該會一直按照「團結、
傳承、打拚、創新」的8字方針，以福建
人愛拚敢贏的精神，捍衛國家主權和安
全，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探索並形成了
社團建設的「福建模式」，受到各方的肯
定和讚譽。
他續說，聯會屬下237個閩籍社團中，各
級閩籍政協委員合共有700多人，積極參與
香港的社會事務，未來定將配合省指導為推
進新福建建設、為香港「一國兩制」的行穩

致遠作出更大貢獻。

劉與量：堅守「一國」善用「兩制」
同日，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在世貿

中心與洪捷序一行座談。會長劉與量指，未
來港區政協委員將繼續堅守「一國」之本，

善用「兩制」之利，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
發展利益，對國家積極建言獻策，同時幫助
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候任會長蔡建四表示，未來聯誼會將更廣

泛聯繫團結各級政協委員，搭建成為委員發
揮「雙重積極作用」的重要平台，提升政協

委員在親鄉中的影響力，發揮帶頭作用。
洪捷序代表省政協向在港閩籍鄉親、政協

委員致以誠摯的問候。他高度肯定香港福建
社團聯會、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廣泛
團結鄉親，積極支持及參與家鄉建設，在維
持香港繁榮穩定以及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等方面都有傑出貢獻。
他介紹了福建省的最新發展及未來藍

圖，並感謝在港鄉親一直對家鄉的發展、
建設都非常關心和支持，期望大家多回家
鄉投資考察，為閩港經濟社會發展作出應
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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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社聯閩港政協聯迎洪捷序
談兩地交流合作工作 促進香江繁榮穩定

廣東社總青委會乒賽慶回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一年一度的香港
廣東社團總會青年委員會「慶回歸乒乓球大賽
2018」，將於6月17日假九龍歌和老街壁球及乒
乓球中心舉行。活動由香港乒乓總會、少年警
訊、香港大專體育協會參與合辦，冀透過活動為
參賽者提供切磋球技的平台，增進交流。
大會日前舉行新聞發佈會，青委會主任林凱
章、副主任暨活動主委鍾奇峰、副秘書長陳楚冠
等出席介紹詳情。
林凱章表示，今年是青委會連續15年舉辦
「慶回歸乒乓球大賽」，賽事深受青年人歡迎，
每年都吸引500多位青年學生參與，15年來，共
有近8,000人代表香港乒乓總會、香港廣東社團
總會參賽。

他鼓勵青年人踴躍參與，共享回歸喜悅。
現場舉行抽籤，確認各組先後次序。本年度大

賽各分組包括少訊組（8 隊）、大專組（8
隊）、特邀組（10隊），其中特邀組主要邀請
友好社團的青年團體組隊參加。

譚耀宗赴博愛分享修憲及灣區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博
愛醫院日前舉辦「國家憲法革新及
大灣區發展對博愛的影響」座談
會，邀得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主
講，分析國家憲法革新以及大灣區
發展所帶來的影響與機遇，勉勵各
人抓緊機遇。
譚耀宗分享作為人大常委的工作，

及講解全國人大會議中修憲的重點，
令博愛醫院董事局成員及一眾參加者
對修憲的重點有更深了解。
譚耀宗指出，當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規劃出台後，可進一步確認大灣

區中9市2區的角色，落實彼此的
深度合作，將為香港帶來新機遇，
全面拓展香港未來發展的空間。
博愛醫院主席李鋈發表示，為加

強博愛醫院與祖國的聯繫，加強對
國家政策及方針了解，博愛早年已
舉辦內地拜訪團，深入了解不同省
市的社會、經濟、民生及福利慈善
事業的發展。他期望未來大灣區發
展中，香港可於社會公益及慈善方
面擔當重要角色，向其他城市分享
慈善組織的經驗，互相交流，共建
共融社會。 ■博愛醫院邀譚耀宗介紹國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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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9至21日，瑞士鐘

錶 製 造 商 百 達 翡 麗 （Patek

Philippe）在其日內瓦的展館上，舉

辦「稀有工藝品2018」展覽，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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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expo Asia-Pacific亞太區國際葡萄酒及烈酒展
覽會是世界頂級酒展之一，2018恰逢Vinexpo進入
亞洲的第20周年，5月29日–31日Vinexpo再次來
到香港國際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了為期三天的展會
Vinexpo Asia-PacificHong Kong 2018。
本次展會的主賓國是澳大利亞，Vinexpo為澳大

利亞參展商設置了最佳展台位置，通過不同的方式
向參觀者展示這個令人興奮的葡萄酒出產國。其中
主賓國澳大利亞的知名品牌—首彩Handpicked
Wines驚艷亮相此次酒展，並推出其極具藝術氣息的限量版桃紅葡萄酒。這款限量版桃紅正是
由Handpicked Wines與Romance Was Born的合作作品。正如Handpicked Wines一直秉持的
創新理念，無論酒的品質還是酒標包裝等設計上，都與Romance Was Born有着對藝術及設計
相同的品牌哲學。而酒標則來自於兩度榮獲Archibald藝術大賽的藝術家Del Kathryn Barton的
作品，表達了Handpicked Wines對產品有像藝術品一樣的態度。
首彩葡萄酒作為立足全球的知名品牌，已有22年歷史，現擁有4個自有莊園和16個合作莊
園，產區分布於澳大利亞、新西蘭、意大利、西班牙、智利、法國等6個國家。由釀酒總監彼
得．迪倫（Peter Dillon）帶領整個首彩釀酒師團隊，為消費者精選全球的優質產區。其進駐中
國市場14年，堅持100%原產、原瓶、原裝進口，獨創「專一品牌，多國釀造」理念，打造集
「種植、釀造、銷售」於一體的全產業鏈模式。

日前，香港揭陽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
成立暨首屆會董就職典禮於灣仔會展中
心舉行，香港揭陽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
會長張仲哲陪同主禮嘉賓廣東省政協副
主席馬光瑜、廣東省揭陽市政協主席陳
澄民、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
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部長李薊貽、廣東省
委統戰部副部長李煥春、全國人大代表
葉國謙、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原部長吳仰
偉、全國政協、原常委、香港友好協進
會會長戴德豐、全國政協委員高永文、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創會主席陳偉南、香
港潮屬社團總會主席陳幼南等共同出席
此次活動。大會群賢畢至，共同歡聚一
堂，場面熱鬧。
會長張仲哲在致辭時表示，聯誼會是揭
陽各級政協的重要延伸和有益補充。聯誼
會利用自身優勢，收集各方面的資訊，向
內地、向揭陽市引朋友、引資金、引投資

項目；同時，充分利用國家高速發展帶來
的紅利，與時俱進地用新視野、新方法去
尋求新的發展、新的經營和新的投入。以
創新為動力，服務國家「一帶一路」和大
灣區發展重大國家戰略。當好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的參與者、推廣者、促成者。他表
示，聯誼會今後將強化「友誼、交流、協
作、提高」的理念，加強會員間聯繫，促
進互助，提高會員對內地發展的關注了
解，積極參與香港社會事務，努力把聯誼
會打造成維護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中

堅力量，以及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的先
進團隊。
香港揭陽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以「服務
國家、服務香港、服務會員」為宗旨，支
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貫徹落實一國
兩制和基本法，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
定，團結現任港區政協顧問、委員和歷屆
政協顧問、委員，參政議政，為海內外熱
心政協工作各界人士敦睦情誼，促進香港
與內地經濟合作，文化交流和慈善福利等
事業。

香港揭陽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成立暨首屆會董就職典禮

■極具藝術氣息的限量版桃紅葡萄酒

國際品牌首彩葡萄酒驚艷亮相Vinexpo HK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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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達翡麗舉辦「稀有工藝品2018」展覽
展出逾五十件精妙絕倫的藝術鐘錶珍品

於百達翡麗「稀有工藝品2018」展覽上，最惹人注目的是一系列以人
手打造、手功精湛的拱頂枱鐘、懷錶和腕錶，當中不少更是絕無僅有

的稀世藝術品珍品。

20054M《東方之花》掐絲琺瑯拱頂枱鐘
此款拱頂枱鐘圖案受古波斯瓷器啟發，用色源自印度文化，藉着大

明火掐絲琺瑯工藝，在這件獨特的作品上交融並濟。琺瑯工藝師為
勾勒出交錯的藤蔓，渦卷及花朵圖案，特意把33種不同顏色的透
明，不透明及半透明的琺瑯釉料塗在各個金線間隔，製成如此
精緻的色調層次，造就裝飾效果出眾非凡。每片鋪有琺瑯的
嵌板均以攝氏880至920度烘燒8至10次。環形小時區域飾
以黑色琺瑯寶璣式數字，鐘面中央則綴以別具風格的花朵
圖案與葉形指針相襯。這件作品由17“PEND機械機芯
驅動，透過一枚電動馬達上弦。

5077P《不丹紡織》Calatrava腕錶
創作靈感來自不丹的紡織品，採用大明火掐絲琺瑯工
藝精製而成的《不丹紡織》Calatrava兩枚套裝限量腕
錶，其掐絲琺瑯錶面以金粉潤飾。不丹王國坐落於喜馬拉
雅山，其紡織品素來以充滿傳統民族圖案和豐富顏色，以及
代代相傳的人手編織工藝聞名於世。琺瑯工藝師為突顯構圖細
節，令圖案散發光芒，採用了24K金粉，特別是在花朵和幾何
圖案的位置。每枚錶面都以攝氏850度烘燒9或10次。透過寶石
玻璃底蓋，可細賞白金錶殼內的240自動上弦超薄機芯。

992/124G《揚帆巨舟》懷錶
這件白金製作的獨特懷錶作品，重現了揚帆遠征海洋壯舉這段精彩
歷史淵源，描繪這艘叫人自豪的大型帆船，將船樓，大砲和風帆生動
演繹，使之在象徵古代航海圖的背景上躍然而出。琺瑯工藝大師選用

了傳統的淺浮雕雕刻工藝，加上黑色氧化銠，增添對比及
深邃的效果。錶環，錶殼底蓋邊緣以至扣環之上，都鐫
刻了繩索般的紋理。錶殼底蓋，
錶環和扣環由人手用上230小時
精工雕飾，白金錶面添上白色
琺瑯，搭配白金寶璣式數字
及人手精雕指針。此
外，這枚袋錶配
有白金錶架，
全由人手製
作，上有繩
索，滑輪和

繩 栓 圖 案 裝
飾，黑曜石底座
鑲有一顆凸圓石
榴石（0.47 卡）。
懷錶內藏17“LEP PS
人手上弦機芯，配備小
三針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