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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中央對僑胞關懷重視
港僑聯分享參與僑代會感受 港續做好橋樑助「引進來」
「走出去」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子京）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日
前召開聯席會議，全國政協常委、
中國僑聯副主席余國春表示， 「第
十次全國歸僑僑眷代表大會」讓香
港僑界感受到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廣
大歸僑僑眷、海外僑胞的深厚感
情，和黨中央對僑界群眾及僑聯工
作的關心、關懷和重視，香港僑界
對新時代的僑聯事業充滿信心。
▲余國春(左二)指，香港僑界對新時代的僑聯事業充滿信心。
傳達貫徹「第十次全國歸僑僑眷代
表大會」(僑代會)會議精神，香港僑
界社團聯會召開第六屆第五次常董暨第五
次會董（聯席）會議。
當日，近百名在港僑領、僑胞、多名嘉賓
出席，分享參與僑代會感受。

為

余國春：振僑心發僑智聚僑力
余國春表示，本次僑代會規格高、參會
人數為歷屆最多，159 名中國僑聯第十屆

▶近百名在港僑領、僑胞出席聯席會議，分享參與僑代會的感受。
委員會常務委員候選人中有 37 名來自港澳
地區。
大會振奮僑心、激發僑力、凝聚僑智，
「得僑心、順僑意」，極大振奮廣大歸僑
僑眷、海外僑胞和僑聯工作者的精神。

助港融入發展 增國際影響力
今年是改革開放 40 周年，余國春表示，

港澳僑胞是改革開放後首批在內地投資的人
群之一。
新時代國家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一帶
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香港帶來
更大舞台和更多機會，在港僑胞將繼續發揮
融通海內外優勢和橋樑紐帶作用，積極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為國家高水平「引進來」、
大規模「走出去」發揮更加積極作用。

■沈沖(左四)、莊哲猛(左三)、鄧宣宏雁(右
二)主持雲南省政協港澳委員聯誼會遷址揭
幕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沈清麗）雲南省政協港澳委員聯誼會日
前舉行會員大會，選舉第二屆理事會領
導層，中聯辦協調部部長沈沖擔任榮譽
顧問，雲南省政協常委莊哲猛擔任主
席，雲南省政協常委、雲南省政協委員
香港召集人鄧宣宏雁出任會長。莊哲
猛、鄧宣宏雁在當選後表示，未來將進
一步團結凝聚現屆政協委員和資深委
員，更好發揮「雙重積極作用」。

沈沖勉領導層關注港澳發展
沈沖應邀出席大會，他發言時指，雲
南省政協港澳委員聯誼會自 2015 年成立
以來，堅持愛國愛港立場，致力為滇港
澳交流合作牽線搭橋，建言獻策，團結
港澳委員為滇港澳發展作出貢獻。
作為聯誼會榮譽顧問，沈沖亦勉勵新
一屆領導層關注港澳經濟社會發展，發
揮香港金融、服務、人才、管理等方面
的優勢，參與推動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積極發揮政協委員「雙重積極作

■雲南省政協港澳委員聯誼會選舉第二屆理事會領導層
雲南省政協港澳委員聯誼會選舉第二屆理事會領導層。
。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用」，關心雲南、關心香港，積極參與
雲南建設，促進香港社會穩定，發揮更
大的作用。

莊哲猛：團結愛國愛港力量
莊哲猛表示，作為新任主席，將秉持
聯誼會創會宗旨，與會長和理事會其他
領導層一起更廣泛團結廣大愛國愛港力
量，繼續為促進雲南經濟發展和滇港澳
交流合作獻力；以實際行動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一如既往參與政協工作和
香港社會事務，為香港社會的和諧穩
定，為雲南的經濟社會發展繼續貢獻力
量。

鄧宣宏雁任會長
鄧宣宏雁指，今後聯誼會將進一步團
結凝聚現屆委員和資深委員，一方面帶
頭深入體察香港的社會民情，更多了解
香港市民所思所想、所求所盼，更多了
解「國家所需、香港所長」；另一方
面，為雲南發展獻計獻策、牽線搭橋，

積極參與雲南省組織的各項活動，參與
推動雲南最新經濟發展，支持公益慈善
事業。
她希望委員繼續關心支持聯誼會工
作，通過聯誼會這個平台，切實履行政
協委員參政議政的職責，發揮港澳政協
委員參與國家發展建設和參與香港社會
事務的「雙重積極作用」，提升政協委
員在雲南鄉親中的影響力及帶頭作用，
共同為促進港澳繁榮穩定和雲南社會建
設發揮重要作用。
大會後，沈沖、莊哲猛、鄧宣宏雁等
新一屆領導層，共同主持了雲南省政協
港澳委員聯誼會遷址揭牌儀式。
聯誼會第二屆理事會成員包括榮譽主
席伍濱，主席莊哲猛，會長鄧宣宏雁，
監事長陳冬海，常務副主席伍達天、石
雲、徐應強，常務副會長林德興、劉建
彤、林鎮洪，副主席莊小峰、桂仰，副
會長林杉、王文漢、蔡頌思，副監事長
黃喜潤、林紅伶，秘書長普慧艷，司庫
伍碧洋，副秘書長任暉、彭倩。

港區省級政協聯邀聶德權談政制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子京）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早前邀
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擔任主
講嘉賓，暢談政制與內地相關工作。80
多位港區委員與聶德權就多個熱點話題
展開交流。

施榮懷：為政府獻智慧力量
該會會長施榮懷指，政協聯會成員涵
蓋香港各界翹楚，在全國各省市及香港
都有一定的影響力，與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聯繫緊密，今後也將繼續加強與特區
政府的各項合作，搭建政策、項目信息
對接平台，為特區政府貢獻智慧和力
量。

■蔡加讚及
陳紅天向參
加者送上中
秋禮包。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繆健詩）由全國政協委員蔡加讚擔任會長
的香港各界扶貧促進會，為宣揚關愛文
化，早前發起「親恩樂敘自助餐」活動，
邀請約 250 名基層市民齊聚帝京酒店，免
費享用自助餐，讓基層家庭特別是兒童感
受來自社會的關愛。

蔡加讚：讓市民歡聚豐盛心靈

蔡加讚接受人民政協專刊訪問時表
示，當下的香港需要更多的愛，但是香港
大多數人都工作忙碌，往往忽略了與家人
相聚的時間，該會希望在關注本地基層家
庭和兒童物質需要的同時，也舉辦更多關
愛活動，讓基層家庭可以歡聚享受片刻，
滿足孩子的小小心願，豐盛他們的心靈。
他透露，該會非常關注本地兒童及青
少年的成長與發展，所以將會舉辦更多有
關活動，讓他們有機會去不同地方參觀，
擴寬眼界。此外亦會組織交流考察團，帶
領他們到內地了解環境，讓年輕一代未來
走出香港，在內地擁有更多的選擇。同
時，該會將針對長者組織連串探訪活動，
讓他們感受來自社區的關懷，並為有需要
的長者提供生活支援。

陳紅天：有義務助有需要人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各界扶貧促進會

■聶德權與政協委員暢談政制與內地相關事務。
聶德權作主旨演講，他重點介紹了粵
港澳大灣區的推動和建設工作，包括在
科技創新、金融服務、醫療和教育產業
等方面，如何抓緊大灣區建設的機遇去
整合資源，推動各個行業和產業的發
展。

聶德權冀發揮橋樑作用
他冀望各政協委員今後可以繼續在

「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各
項工作中，運用行業和專業所長，發揮
橋樑和溝通作用，繼續支持特區政府的
工作。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陳帥夫，政
治助理吳璟儁應邀出席。該會常務副會
長張學修，副會長王少華、李耀新、徐
莉、馬浩文，副秘書長張佐姣，主任藍
國慶、許奇鋒等出席活動。

副監事長陳紅天亦表示，希望香港社會能
夠更加和諧，所以想帶來更多的開心和快
樂，作為有能力的人，更有義務去幫助有
需要的人。
是次活動得到香港義工聯盟贊助，大
會除了安排自助餐，亦向參加者送上包含
月餅及燈籠玩具的中秋禮包，讓大家歡度
團圓佳節。

基層難負擔 兩兒首嚐餐
參與活動的鄭太一家人住在圍村，她
說，自助餐費用昂貴，一家大小享用的
話，低收入家庭難以負擔，兩個兒子未
曾嚐過自助餐，今次是一次難得機會，
感覺別具意義。其 9 歲及 10 歲的小孩都
表示，自助餐非常美味，今次經歷特別
難忘。
蕭氏一家則通過活動讓家人團聚，蕭
小姐指，20 名家庭成員舉家參加，因為
這是一個很好的親子活動，能夠加深家人
之間的聯繫，活動現場非常熱鬧，全家人
都很開心。
任職議員助理的梁先生帶了超過 20 名
來自石硤尾邨的小朋友來享用自助餐，他
們是介乎 7 歲至 8 歲的小學生，之前少有
機會接觸自助餐。他認為今次活動辦得很
好，蔡會長親自慰問小朋友，感覺相當親
切。

廖永通膺江港青年交促會主席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子京）
廣東省政協委員廖永通剛剛接任江港青年交流
促進會新一屆主席，他接受香港文匯報．人民
政協專刊訪問時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機遇無
限，任內將帶領會員朋友發掘尋找機遇，促進
江港青年交流合作。
江港青年交流促進會成立於 2005 年，作為
第一個溝通江門及香港兩地的青年社團，協會
13 年來擔任聯繫兩地的角色，透過舉辦及參
與一系列活動，加強兩地青年才俊的溝通，從
而帶動兩地經濟、文化、體育等方面的交流互
動。
廖永通在訪問中表示，13 年來，該會在江
港兩地舉辦經貿視察調研、教育、體育、科

鄭翔玲：帶頭推動兩地合作
該會主席鄭翔玲表示，隨着「一帶一
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戰略的推
進實施，政協聯會將繼續緊隨特區政府
步伐，從深入了解國家有關重大發展戰
略的目標計劃、深遠意義、實施步驟和
具體需求，並積極帶領委員，身體力行
搭建兩地溝通的橋樑，帶頭推動香港與
內地合作交流。

扶貧促進會邀基層歎自助餐

滇政協港澳委員聯誼會換屆

胞未來將繼續發揮優勢，提升中華文化國際
影響力。
港僑聯主席陳金烈作為代表發言。他說，
此次大會在歷史上規格最高。「十九大」之
後，國務院僑辦不斷改革，地位也不斷提
高。作為一名僑聯委員，深感身上的歷史責
任重大。香港僑界今後要更好地擔當起使
命，將僑務工作不斷開展好。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僑聯常委屠海鳴表
示，僑代會是貫徹落實「十九大」的重要組
成部分，新時期香港僑界將繼續在擴大愛國
愛港重要力量、助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
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中國僑聯榮譽委員曾文仲指，新時期僑界
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香港背
靠祖國、面向世界，國際化程度高，在港僑

■廖永通指
將積極促進
江港青年交
流。

技、創業、文化交流以及愛心慈善等 300 多場
活動，未來將繼續圍繞科技、青少年、慈善計
劃三方面開展活動。

運動慈善創科 三管齊下扶青
青年工作方面，將組成少青隊，匯聚13歲至
17歲的香港青年，以足球等體育運動為聯結平
台，促進本地與內地的交流；慈善計劃方面，
將繼續推進江港青年交流促進會每年舉辦的助
學、敬老活動，同時積極籌款，以舉辦更多類
似的慈善活動，讓善業不斷延續；以及舉辦以
科技為主題的活動，到中學舉辦科技體驗日，
讓科技走進校園。
他也指，未來會積極帶領會員朋友，密切
關注「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
融合江港兩地優勢資源，發揮香港和江門協同
效應，深化兩地科技創新合作，發掘與創造更
多交流合作新機遇。
「我們將繼續連同一眾友好團體，組織香
港青年到江門參觀考察，以及到江門的企業實
習，了解祖國國情，並參與慈善、助學等活
動。我們所有活動旨在團結凝聚青年，加深大
家對祖國的認識。希望大家能從中認識到未來
的合作夥伴，一同投入到粵港澳大灣區、『一
帶一路』的建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