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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各界扶貧促進會成立
林鄭月娥王志民任名譽贊助人 張建宗楊健文宏武宋如安田永江等主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
詩）在全國政協、國務院扶
貧辦、香港特區政府、香港
中聯辦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
持下，香港各界扶貧促進會
經過約 3 個月籌組而於日前
正式成立。該會以全國政協
委員、人大代表、省市政協
委員和香港工商企業家為主
體，促進會名譽贊助人由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主
任王志民出任。6 月 23 日，
香港各界扶貧促進會在九龍

長張建宗，中聯辦副主任楊
健、秘書長文宏武，外交部
駐港副特派員宋如安，駐港
部隊副司令員田永江等共同
主禮，場內超過 300 名各界
名人賢士聚首見證。

張建宗致辭表示，國家主席倡議
「扶貧協作」、強調「精準扶

貧」，特區政府一直以此為理念落
實香港的扶貧工作。過去 5 年，特
區政府投放在社會福利的經常開支
增加超過七成，並通過各方政策介
入，香港的貧窮情況持續改善，由
2009 年有記錄以來的超過 100 萬貧
窮人口，下降到過去 4 年均低於 100
萬水平，反映特區政府在扶貧方面
取得進展，且今後將繼續投入資源
推行扶貧助弱工作，建設關愛共融
的社會。

張建宗讚促進會關心弱勢

■香港各界扶貧促進會日前舉行成立暨就職儀式，賓主合照。
他並讚揚促進會在推展內地扶貧
工作的同時，也關心香港的基層及
弱勢社群，啟動本港支援計劃，以
團結各界的力量及愛心，支持本地
的扶貧助弱工作。
楊健表示，中國一直是世界消除
貧窮事業的積極創造者，特別是近5
年，中央高度重視脫貧攻堅工作，
全國年均減貧1,300萬人，贏得了國
際社會的高度評價。
他續說，未來 3 年是國家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的決勝期，其中最堅定
的任務仍然是脫貧攻堅，中央將此
作為建成全面小康的底線任務和標
誌性指標。
他指出，消除貧窮是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重要一步，離不開包括港
澳台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的關
心與支持，而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分
子，香港有責任、有義務，也有能
力參與其中，為打贏全國脫貧攻堅
戰出一分力。

蔡加讚膺會長 蘇長榮任主席
促進會由全國政協常委譚錦球擔

任召集人、監事長，全國政協委員
蔡加讚膺會長，全國政協委員蘇長
榮膺主席。
譚錦球表示，國家興亡，匹夫有
責。港人應彰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的家國情懷，承擔歷史使命，所以
在內地的扶貧過程中，該會將嚴格
按照中央要求，注重培育當地特色
產業，重視教育、技術、醫療扶
貧，踏實取得扶貧成果。
蔡加讚表示，促進會是一個協助
港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平台和橋
樑，是香港投身內地扶貧事業的重
要里程碑。該會在參與國家扶貧大
業的同時，也兼顧本港弱勢社群，
力爭為基層青少年創造更多機會，
增強年輕人對國與家的認同。
蘇長榮表示，樂善好施、扶貧濟
困，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在國家
和香港的扶貧事業中，該會將充分
發揮港人所長，通力奉獻。
該會執委會主要成員尚包括，副
監事長鄧清河、陳清紅、王明凡，
執行會長馬浩文，秘書長黃華康
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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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酒會，特區政府政務司司

籌資億元助四川南江扶貧項目

香格里拉酒店舉行成立暨就

香港各界扶貧促進會是香港首個積極投身
內地和香港扶貧最前線的民間組織。在 23
日舉行的扶貧項目新聞發佈會上，會長蔡加
讚介紹了該會首個扶貧點四川南江縣的扶貧
項目。
根據香港各界扶貧促進會和巴中南江簽署
的備忘錄，該會擬籌集首期扶貧資金 1 億元
（人民幣，下同），以「聚焦一點，兼顧一
面」為工作原則，參與南江縣部分鄉鎮精準扶
貧，兼顧支持全縣的產業扶貧、教育技術扶貧、
醫療扶貧。首個目標是協助南江縣在 2018 年完
成總共45個村、1.95萬人的脫貧任務，實現整縣
脫貧。

5000萬元擬建「三基地一中心」

蔡加讚表示，南江的黃羊被稱為「中國第一
羊」，有巨大發展潛力，但當地缺乏資金和市
場。該會擬定出資約5,000萬元，圍繞建設「三基
地一中心（種羊繁育基地、養殖基地、加工基
地，交易中心）」，通過龍頭帶動、創新模式、
政策激勵等方式，促使南江黃羊產業升級。同
時，該會將發揮香港在品牌設計、市場營銷等方
面的優勢，引入國際先進理念，幫助把南江黃羊
打造成世界名羊，形成扶貧長效機制。
在教育與技術扶貧方面，該會將設立 2,000 萬

元基金，主要項目有三個：一是資助關愛留守兒
童的「童伴計劃」，為每個村聘請一位全職的兒
童守護專員—童伴媽媽，將所在村全部留守孩
子的福利、安全、健康都納入到其服務範疇。二
是資助南江縣與香港的教師、學生交流，組織香
港老師和學生到南江縣參觀學習、做義工，資助
南江縣青少年到香港參觀交流。
三是資助南江縣貧困家庭大學生的部分學費和
基本生活費，補貼貧困中小學生生活費用。
在醫療扶貧方面，設立 300 萬元基金，為南江
縣患有白內障、青光眼的貧困村民免費手術或治
療，組織香港知名醫生和醫療培訓機構到南江培
訓醫生和護理人員等，還將為當地的醫院添置醫
療設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冬、李兵

■香港各界扶貧促進會新聞發佈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冬 攝

楊健率港文化界訪貴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訊，
中聯辦副主任楊健日前率香港文化
界代表團訪問貴州，其間與貴州省
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慕德貴進行工
作交流。
雙方就促進貴港兩地文化交往，
在文化機構交流合作、文藝院團互

訪演出、年輕人才培養、藝術家采
風創作等方面加強合作進行了深入
探討。
據 了 解 ， 代 表 團 於 6 月 14 日 至
19 日 在 貴 州 省 貴 陽 市 、 安 順 市 、
黔西南州等地進行為期 6 天考察訪
問。

訪問旨在加強香港文化界與內地
業界的交流合作，促進其深入認識
國情、了解祖國發展變化、感受內
地風土人情，進一步提高文化認
同，增強國家觀念和民族情懷，同
時進一步研究推動貴港兩地文化的
合作交流。

新聞聯
「愛傳城」
徵文賽頒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摯）由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主
辦的「『愛、傳、城 Love Is
All Around』第一屆全港中英
文徵文比賽」日前假旺角康得
思酒店舉行頒獎禮，本屆比賽
以「孝」為主題，共收到作品
超過 2,000 份，包括小學組、
中學組、公開組三大組別，並
各設有中文組及英文組，活動
旨在讓青年透過寫作表達對傳
統孝道的認識，讓寫作愛好者
展現才華。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
百里、中聯辦宣文部副部長朱
挺、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香
港理工大學校董陳鑑林，以及
3 位活動籌委會主任：香港新
聞工作者聯會會長張國良、主
席姜在忠，啟悟慈善基金創辦
人、新福港集團主席羅啟瑞等
出席活動。

■「國際
詠 春 聯
盟」就職
典禮，賓
主合影。

國際詠盟就職 吳偉其膺會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國際詠春聯盟」
（下稱「詠盟」）日前假尖沙咀御苑皇宴舉行「國
際詠春聯盟就職典禮」，吳偉其膺會長、麥家熾膺
主席，場內筵開 40 席，超過 400 名詠春門人、武術
界精英、社會賢達聚首一堂，見證重要時刻。
活動邀得詠春拳發揚人、一代宗師葉問的長子葉
準，詠春元老霍超，以及著名演員及武術指導錢小
豪等名人到場支持。眾主禮嘉賓及聯盟榮譽會長向
在場者送上祝賀，並為聯盟首屆委員頒發委任狀，
以示嘉許。
「詠盟」希望藉着詠春同門及武林精英的武術經

驗，社會賢達的支持，集思廣益，為詠春發展出一
套受大眾及武術界認同的比賽，為進入奧運項目打
下基石。
「詠盟」致力推廣詠春運動化及比賽，令詠春比
賽達到專業、有制度、有規則及多樣化的環境下發
展，長遠目標為讓詠春運動化以及讓詠春比賽進入
奧運項目。
「詠盟」集合的詠春門人，有葉問、姚才及阮奇
山後人，也集合一些有熱誠的年輕門人及海外同
門，當中有退休消防處、入境處高官，澳洲太平紳
士等，也有專業人士。

閩 200 尖子獲
「莊采芳．莊重文獎學金」

■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主辦第一屆全港中英文徵文比賽頒獎禮，賓主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曾鈺成：寫作助青年成長
曾鈺成表示，獲獎者除感受到得
獎的喜悅外，更重要的是在參與過
程中享受寫作的樂趣，表達思想感
情，相信保持寫作習慣，定能為青
年的成長帶來幫助。比賽以「孝」
為主題，活動分中文、英文組，讓
青年從不同角度演繹對孝的看法。
陳百里表示，香港的文化創意產

業近年發展迅速，吸引愈來愈多年
輕人參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亦為
文創產業提供不少支援，將打造一
個更完善、更好的營商環境及創意
氛圍，幫助年輕人發展，支持業界
朋友。

羅啟瑞盼孝道不斷傳承
羅啟瑞表示，孝道是中國人的傳
統價值，可助人戒掉自私的壞習
慣，變得謙卑，獲得更高層次的涵
養，希望活動能讓這優秀的傳統價

值不斷傳承。
嘉賓並為各組別冠、亞、季軍及
10 位優異獎得主頒獎，各組別冠軍
得主並作現場朗誦，一展風采。小
學中文組冠軍得主，來自華德學校
的何俊良從小喜愛閱讀，所謂讀書
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作品細緻描
述了與家人的互動，展現溫馨情
懷。
中學英文組冠軍得主鍾耀南十分
喜愛寫作，指比賽是一個很好的平
台，讓他發揮所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
州報道）香港莊士集團第三十一屆
「莊采芳．莊重文獎學金」頒獎典禮
日前在福州舉行，福建省 200 名優秀
學子每人獲獎 5,000 元人民幣。集團
代表莊家彬在典禮致辭時表示，希望
透過這個獎學金表達他們對福建、對
家鄉教育事業的關注和支持。
莊家彬介紹說，「莊采芳．莊重文
獎學金」自創立以來已有 31 年，是
福建省覆蓋面最廣、最有影響力的獎
學金之一，陪伴和見證了一批又一批
的年輕人學習、成長、成才。
他指出，獎學金是一種榮譽，更是一種鞭策，激
勵大家在學習的路上繼續努力，才能取得更加優秀
成績。「希望今天在座的各位學生，我們一起奮
鬥，釋放青春的激情，追逐青春的理想，為民族復
興鋪路架橋，為祖國建設添磚加瓦。」
本屆獲獎學生代表、福州一中陳恆宇同學接受香

■出席頒獎典
禮的領導和香
港嘉賓為獲獎
學生頒發證書
和獎學金。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蘇榕蓉 攝
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這份榮譽將激勵着同學
們在今後的學習和求知路上，以及未來的工作崗位
上更加努力、更加奮發向上，唯有勤勉自強，矢志
向前，方能不負這份期望。
「莊采芳．莊重文獎學金」為莊重文於 1988 年在
福建設立，每年頒發一次，獎勵福建省優秀高中畢
業生。31 年來，該獎學金已累計獎勵福建省優秀高
中畢業生6,761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