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胡俊

斯）國家「一帶一路」倡議成為國際

焦點。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昨日在「一帶一路國際聯盟」首屆年

度圓桌會議及成立儀式上表示，中央

政府已經明確指出，香港在「一帶一

路」上將扮演重要角色、發揮重要作

用，並為「一帶一路」的成功作出巨

大貢獻，特區政府正積極着手相關的

工作，並希望社會各界共同為「一帶

一路」努力，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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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慶回歸文藝晚會

日期：2018年6月30日(星期六)
時間：晚上6時正
地點：香港仔海濱公園
內容：南區區內NGO、學校及

團體表演節目、攤位遊戲

二、第四屆深港社區文體交流

日期：2018年7月15日(星期日)

地點：深圳福田

內容：文化、體育交流

支 持 機 構 活 動 概 覽
日 期 機 構 活動名稱 地 點 查詢電話
9/6 南區文藝協進會 南區粵曲薈萃慶回歸粵劇折子戲 上環文娛中心 2873 1877
13/6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 慶回歸暨雙親節茶聚 香港仔新光酒樓 2552 0192
15/6 鴨脷洲北岸婦女聯合會 頌親恩慶回歸茶聚 香港仔新光酒樓 2552 0192
16/6 奇力灣婦女會 慶回歸賀端陽愛心茶聚 華貴譽港酒家 2551 1301
1/7 華富邨華景樓互助委員會 粵曲演唱慶回歸 華貴社區會堂 2550 3336
14/7 紫荊婦女會 六薈慶回歸 利東社區會堂 9355 2627

16/8，8/9 香港鴨脷洲婦女會 大埔慈山寺一天遊 新界大埔流浮山
25/8 香港力羣協會 種善因得膳果慶回歸 利東社區會堂 9355 2627
16/9 南青鋒 慶回歸體育嘉年華 石排灣羅馬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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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機構：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 香港南區各界婦女活動委員會 香港漁民團體聯會 工聯會港島南地區服務處 香港南區工商業聯合總會 香港區潮人聯會南區幹事會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南區地區委員會 香港仔坊會
蒲窩青少年中心 明愛香港仔社區中心 東華三院賽馬會利東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南區婦女會 海怡半島婦女聯合會 華富邨婦女聯合會 香港仔漁民婦女會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婦女部
奇力灣婦女會 田灣婦女會 石排灣婦女會 石澳婦女會 利東漁安婦女會 赤柱婦女會 香港仔婦女愛心協會 香港鴨脷洲婦女會
創美義工團婦女部 港島南群芳雅集 鴨脷洲北岸婦女聯合會 薄扶林置富婦女聯合會 雪藝婦女會 紫荊婦女會 香港漁民互助社 赤柱漁民娛樂會
南區漁民合作社有限責任聯社 香港仔近岸漁業協會 香港仔漁民聯誼會 香港仔漁樂會 香港底拖網漁船協會 海聯體育會 香港海聯漁民協進會 香港釣網漁民互助會
香港漁民漁業發展協會 蒲台島漁民協會 香港南區漁民活動委員會 香港海鮮業聯合總會 香港仔漁業海鮮商會 香港仔水陸居民聯合社 港島南耆康社 華富之友社
黃竹坑社區網絡 鴨脷洲利東社 南區歷屆議員聯誼會 南區文藝協進會 南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香港南區聯盟 石排灣耆老聯誼會 南青鋒
南區造船業總會 香港仔合勝堂功德會 創美義工團 薄扶林街坊福利會 田灣街市商會 香港仔天光墟市集小販會 香港仔街市商會 進智公共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萬興金行 妙韻曲藝社 香港群心曲藝苑 鴨脷洲樂助社 鴨脷洲街坊福利會 鴨脷洲街坊同慶公社 鴨脷洲旅遊促進會 鴨脷洲青年體育會
鴨脷洲北岸居民聯合委員會 福潮惠聯誼會 鴨脷洲愛心協會 赤柱區街坊福利會 舂磡角馬坑邨街坊福利會 赤柱體育會 赤柱音樂社 華富服務中心
華富耆樂會 華富愛心協會 華富邨商業聯會 奇力灣松齡康樂社 君綽義工團 華貴之友 香港仔田灣華富華貴邨潮僑坊眾盂蘭勝會有限公司
石排灣盂蘭勝會 香港力羣協會 南區武術會 紫荊匯藝軒 鴨脷洲利東坊眾互助社 田灣新城居民權益聯會 田灣(華貴)街坊福利會 黃竹坑大王爺廟
石排灣居民協會 漁暉苑居民協會 香港華富邨居民協會 華貴邨居民協會 黃竹坑舊圍村互助委員會 南區業主立案法團及業主聯會 漁光村互助委員會聯會 石排灣邨碧山樓互助委員會
石排灣邨碧月樓互助委員會 石排灣邨碧朗樓互助委員會 石排灣邨碧園樓互助委員會 石排灣邨碧綠樓互助委員會 石排灣邨碧銀樓互助委員會 石排灣邨碧蔚樓互助委員會 石排灣邨碧輝樓互助委員會 田灣邨田健樓互助委員會
田灣邨田康樓互助委員會 田灣邨田澤樓互助委員會 田灣邨田麗樓互助委員會 赤柱馬坑邨良馬樓互助委員會 赤柱馬坑邨迎馬樓互助委員會 赤柱馬坑邨健馬樓互助委員會 赤柱馬坑邨駿馬樓互助委員會 赤柱馬坑邨觀馬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生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光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安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昌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明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建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珍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美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泰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康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清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景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翠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樂樓互助委員會 華富邨華興樓互助委員會 鴨脷洲邨利怡樓互助委員會
鴨脷洲邨利添樓互助委員會 鴨脷洲邨利滿樓互助委員會 鴨脷洲邨利福樓互助委員會 鴨脷洲邨利澤樓互助委員會 (排名不分先後)

執行副主席：馬月霞SBS MH（香港南區各界婦女活動委員會） 李少鈴（工聯會港島南地區服務處）
吳承羲博士（香港南區工商業聯合總會） 張少強MH（香港漁民團體聯會）
陳玉賢（香港區潮人聯會南區幹事會）

顧 問：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 巡視員李薊貽先生 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巡視員李開剛先生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謙GBM, GBS, JP 行政會議成員 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GBS, JP
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張國鈞律師 JP 立法會議員李慧琼SBS, JP
立法會議員郭偉強JP 立法會議員何俊賢BBS
南區區議會主席朱慶虹JP 南區民政事務處南區民政事務專員馬周佩芬JP
香港警務處西區警區指揮官黃少卿總警司 社會福利署中西南及離島區福利專員林定楓先生
食物環境衛生署南區環境衞生總監許素卿女士 廉政公署首席廉政教育主任/港島蘇艷玲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南區康樂事務經理張永強先生

慶 典 嘉 賓：朱李月華 陳南坡 陳若瑟 高錦祥 文漢明 黃志毅 陳思誦 廖漢輝 麥志仁 陳富明 林玉珍
林啟暉 歐立成 張錫容 麥謝巧玲 朱立威 陳李佩英 陳家珮 馮仕耕

秘 書 長：黃才立
副 秘 書 長：彭兆基
籌委會成員：卜坤乾 卜素珍 方玉鳳 王妙英 古馮友 朱重岳 朱麗君 江浩明 何志輝 何炳基 何鎮東

余子平 余耀祥 吳財金 吳國基 吳漢彬 吳樹利 岑奕俊 李美容 李美蓮 李彩華 李貴發
李嘉盈 李慧明 李繼葉 杜兆榮 沈炳文 冼志華 周子軒 周佩玲 周其仲 周尚文 林炳添
林根蘇 林彩銀 林景鐸 林慕瓊 金應龍 俞振雄 施文聘 施明霞 柯一山 胡智聰 徐德明
袁合蘭 袁兩光 區沛良 張永豪 張港蓮 張麗瓊 梁明耀 梁冠華 梁柏洪 梁圖根 梁錦賢
梁麗惜 許文進 連喜慶 郭玉蘭 郭金水 郭帶喜 陳永安 陳永康 陳永森 陳伙娣 陳合和
陳和柏 陳建華 陳美燕 陳校明 陳培芸 陳 基 陳理誠 陳榮恩 陳鳳嬋 陳麗華 傅少百
喬佩華 彭世華 彭仲祺 曾素玉 黃月華 黃火金 黃玉明 黃伍瑞珍 黃沛霖 黃家威 黃家榮
黃偉仲 黃路德 楊上進 楊翠珍 楊穎仁 萬子紅 萬國樑 葉瑞清 葉潔如 趙成球 趙良成
鄞應傑 劉永燦 劉殷㻌 劉培基 劉曉穎 潘 明 潘煥珍 蔡月嬋 黎木金 黎水勝 黎兆和
盧惠芬 盧藍幗 蕭昆崙 賴潔珩 謝麥素珍 謝寶群 羅玉英 羅志雄 羅 明 羅春香 羅貴冲
譚自強 譚美寶 譚晋杰 關重礎 蘇少英 蘇愛玲 龔慧賢

特首：中央明確港「帶路」角色
「帶路」國際聯盟成立 港積極着手參與

昨日，「一帶一路國際聯盟」舉行
首屆年度圓桌會議及成立儀式，

有來自24個國家及地區，超過80個成
員機構的代表參與，林鄭月娥主禮並
致辭。她表示，自國家主席習近平宣
佈「一帶一路」倡議已接近 5年，
「一帶一路」獲得各界包括香港的歡
迎。

訪歐常聞「帶路」倡議
林鄭月娥透露，自己過去兩星期訪
歐期間，「一帶一路」倡議是經常出
現的議題，尤其是法國的政府高層對
議題相當關注，因為法國總理馬克龍
早前曾到訪中國，並在回國後表示希
望法國能在「一帶一路」倡議中扮演
領導角色。
她表示，特區政府正積極着手於
「一帶一路」的工作，又對於去年12
月簽署《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支持香港全面
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
排》後取得的成就表示滿意。
林鄭月娥強調，國際聯盟對於「一
帶一路」而言十分重要，而是次會議

更為大家帶來大量有關「一帶一路」
的一手資訊，包括不同的項目、政
策、融資等資訊。相信將會為國際聯
盟帶來更大意義與力量，亦希望大家
能夠共同為「一帶一路」努力，作出
貢獻。

互利共贏是聯盟目標
香港貿發局主席羅康瑞表示，是次
圓桌會議匯聚來自五大洲的國際商界
代表，秉持開放的態度交流和探討合
作。他強調，互相分享想法和尋求互
利共贏正是「一帶一路」國際聯盟的
成立目標。
圓桌會議由香港貿發局理事及「一

帶一路」委員會成員韋安祖主持，分
為兩節。第一節會議從全球角度探討
「一帶一路」，討論倡議帶來的商
機、中國企業的投資趨勢、沿線地區
的基建投資缺口，及如何促進新興市
場的基建投融資發展。
第二節會議則從實務的角度出發，探

討「一帶一路」項目的資金來源和投資
模式、如何確認投資項目、進行風險管
理，以及分享理想的操作模式。

韋安祖指出，參與是次圓桌會議的
成員組織代表來自「一帶一路」沿線
多個國家和地區，帶來不同國家及地
區、不同專業領域的經驗和專業分
析，大家彼此切磋交流，迸發出許多
新的想法。
他期望各成員將討論成果帶回本

國，與更多商界和專業領域人士分
享，並將這些想法實質行動，令「一
帶一路」倡議可以繼續邁步向前。

「一帶一路」國際聯盟包括內地及
海外的商會、行業協會、投資推廣機
構和智庫組織，由香港貿發局擔任聯
盟秘書處，目前聯盟成員分別來自29
個國家與地區，合共111個機構。
聯盟旨在提供平台，讓各地的協會與

團體互相聯繫，共享資訊，拓展商機，
共同探討及促進「一帶一路」倡議發
展，並計劃每年於香港舉行一次年度圓
桌會議，促進成員之間的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訊，6月27日上午，中聯
辦主任王志民在辦內會見了來港出席「一帶一路」高峰論
壇的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常務副主
席徐樂江一行。

冀加強與港工商界交流
王志民對徐樂江一行表示歡迎，並對全國工商聯長期以

來對中聯辦工作的關心支持表示感謝。王志民介紹了習近
平總書記視察香港一周年以來香港形勢出現穩中向好、持
續向好的積極變化，並希望全國工商聯進一步貫徹落實習
近平總書記關於「兩個建設好」和「堅守『一國』之本，
善用『兩制』之利」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發揮資源平台
優勢，不斷加強與香港工商界的交流合作，在聯繫和引導
內地民營企業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和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發揮更大作用。
雙方還就共同做好全國工商聯港區執常委工作等交換了

意見。

王志民會見
徐樂江一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香港美國商會智慧城市高
峰會2018。她在高峰會發表演講時表示，特
區政府未來將從流動、環境、生活、市民、
政府及經濟6方面推動香港成為智慧城市。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在發展智慧城市上
具有多方面優勢。在策略上，特區政府吸引
人才、鼓勵創業投資、重視科普教育等，推
出了「科技人才入境計劃」等一系列措施。

在「一國兩制」制度優勢下，特區政府與內
地開展廣泛合作，包括參與粵港澳大灣區、
與深圳市合作共同開發落馬洲河套地帶等。

林鄭與AI人對話
林鄭月娥還與全球首位人工智能(AI)公民索

菲亞現場對話，暢談對香港建設智慧城市的想
法及感受。其後，她在香港美國商會主席朗
杰、香港美國商會會長早泰娜及教育局副局長
蔡若蓮陪同下，參觀由商會舉辦的模型創作比
賽入圍學校作品。其間，林鄭月娥還與著名人
工智能機器人Sophia對話。

港6方面建智慧城市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中中))昨日出席昨日出席「「一帶一路國際聯盟一帶一路國際聯盟」」首屆年度首屆年度
圓桌會議及成立儀式圓桌會議及成立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右一右一))昨日出席智慧城市高峰會昨日出席智慧城市高峰會。。

■王志民(前排右五)昨日在中聯辦會見來港出席「一帶一
路」高峰論壇的徐樂江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