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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詩) 香港

工商界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69周年國慶酒會昨日在港島香格

里拉酒店舉行，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中聯辦副主任何靖，外交部駐

港副特派員楊義瑞，解放軍駐港部

隊副司令員田永江共同主禮，逾

500位工商界及社會各界友好聚首

一堂，共賀國慶。

工商界賀國慶 500人歡聚
林鄭月娥何靖楊義瑞田永江主禮 蔡冠深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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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商界同胞慶祝國慶籌委會主席團
執行主席、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

深指出，祖國69年來一直全面推進現代化
建設，今天已發展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而面對當下中美貿易摩擦升溫，國家領導
人多次強調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化貿易體
制的重要性，並重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
全球經貿投資自由化發展，充分體現我國
致力推進「合作共贏，建設開放經濟」的
大國承擔。
他續說，內地一直是香港繁榮穩定發展的
強大後盾，除積極支持香港鞏固國際金融和
商貿中心地位，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亦明確
表示支持香港打造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透過
大灣區平台促進香港與內地科技合作，加上
中央近期陸續推出多項便利港人與內地融合
措施，將進一步推進兩地，特別是大灣區，
在人流物流的無縫對接，為香港發展提供新
動力、新機遇。

蔡冠深：續發揮「一國兩制」優勢
展望未來，香港工商界同胞將繼續用好
「一國」和「兩制」的獨特優勢，積極參與
國家改革開放發展，同時亦會一如既往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與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

共同努力，全面配合國家所需，發揮香港所
長，抓緊「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帶來的龐大機遇，為香港未來開創一番新景
象。
出席酒會嘉賓尚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
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署
理民政事務局局長陳積志，中聯辦社工部部
長李薊貽、經濟部部長孫湘一、港島工作部

部長劉林、經濟貿易部副部長劉亞軍等。
香港工商界同胞慶祝國慶籌委會主席團

成員，包括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曾智
明，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副會長周勇及閻
峰，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吳宏斌及第

一副會長史立德，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郭振
華及副主席楊悰傑，香港總商會副主席孫
立勳及總裁袁莎妮，以及香港地產建設商
會執委會主席梁志堅及秘書長龍漢標等亦
有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香港梅州總商
會、香港梅州聯會、香港安慶堂日前假金鐘
名都酒樓，聯合舉辦「梅江先人靈墓圓山大
典暨梅州客家鄉親聯歡宴會」，一眾鄉親友
好近800人歡聚一堂，共慶喜悅一刻。
香港梅州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劉宇新、會
長曾智明，香港梅州聯會副會長劉嘉榮，香
港安慶堂主席刁森發等出席活動，與鄉親歡
樂互動。
曾智明致詞說，活動當天是一個值得紀念
的日子，三個社團聯合重修梅江先人公墓圓

滿成功，並聯合舉辦鄉親聯歡晚會，這是65
年來首次，希望以後攜手舉辦更多活動。
劉嘉榮、刁森發表示，活動氣氛熱烈，充
分體現了香港梅州客家社團及鄉親們的大團
結。
聯歡晚會歌舞節目豐富多彩，現場歌舞昇

平，一眾梅州客家鄉親以歌舞助興，一同合
唱客家山歌，氣氛溫馨熱鬧。
成立於1916年的香港梅州總商會（創會

名旅港嘉應商學公會，後改名旅港嘉屬商
會、香港嘉應商會）在上世紀初獲得政府

批地殮葬旅港先人，於1923年在西貢井欄
樹崗建立了梅江先人公墓。從此之後，重
陽節拜祭活動，成了該會的一項年度會務
活動。
1950年之後，安慶堂與嘉屬商會分開，各

自進行秋祭。最近10年來，梅州聯會也舉辦
這項秋祭活動。大家藉此溝通鄉情，凝聚鄉
親，發掘商機。
梅江公墓於1953年由安慶堂進行了修整，

今年再由三個社團聯合重修，煥然一新，並
聯合舉辦會員聯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
詩）為慶祝祖國成立69周年，
今年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69周年籌備委員會將
於10月1日及2日，分別舉辦
「國慶文藝晚會」及「國慶青
年音樂會」，籌委會秘書長蔡
冠深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今
年的青年音樂節一如既往深受
市民歡迎，暫已售出超過九成
門票，而大會今年亦將邀請更
多表演嘉賓，以及加長音樂會
的演出時間，務求能讓參與的
青年一起開開心心歡度國慶。
由香港同胞慶祝國慶籌委會

聯同民政事務局及民政事務總
署呈獻的國慶青年音樂會，今
年已是連續第四年舉辦，由於
過往備受青年歡迎及支持，所
以大會再度加強演出陣容，首
次邀請韓國人氣男團BTOB、
新人男團PENTAGON、人氣
女團CLC、創作歌手李起光參
與演出，另同場亦會有內地組

合BOY STORY，以及香港歌手糖妹
和沈震軒一同獻唱。

蔡冠深：音樂會迎合青年喜好
蔡冠深表示，由於年輕人未必喜歡
看文藝晚會，所以大會想做一些他們
有興趣的活動，而邀請演出者方面則
會首先考慮年輕人的喜好及口味，故
會有韓星助陣，但音樂會畢竟是「國
慶」主題，所以同時會有內地及香港

的歌手參與演出。
他又提到，據往年經驗，大部分青年

在音樂會結束後都不捨離開，為了能讓
大家更加盡興，所以大會今年特別邀請
了3隊韓國組合，屬歷年最多，同時間
亦要求演出曲目由3首增至4首，務求
令音樂會能夠有2小時的足本表演。
蔡冠深強調，舉辦音樂會不涉及任
何政治目的，活動中亦不會有儀式及
致辭，大會只希望能讓青年在當日開
開心心歡度國慶。
他又透露，大會今年為舉辦兩場活

動共斥資1千萬元，不過由於成本增
加，所以青年音樂會門票需加價 50
元，但以演出陣容來說絕對是象徵式
收費。
明年是國家成立70周年的大日子，蔡

冠深表示，來年將會繼續舉辦有關活
動，預算或會加碼至超過1千萬元，雖
然在成本方面存有壓力，但只要力所能
及，一定會比今年辦得更加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由香港潮屬社
團總會主辦的「第23期粵東地區高級管理人
員香港研討班」圓滿結束，並於昨日舉行結業
典禮。
參加此次培訓班的全體學員主要是來自粵
東四市及汕頭大學、韓山師範學院的領導，
40位學員並參加了結業典禮，獲頒結業證
書。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主席陳幼南在結業典禮
上致辭，他表示，舉辦培訓班是潮屬總會各項
會務工作的重點之一，特別是該會創會主席陳
偉南帶動大家出錢出力，親自貫徹落實有關的
工作，甚至每一期的培訓主題，他都親自參與
討論及安排。
這一期培訓班的研討主題是「人工智能與
大數據」，香港作為世界電子商務和網絡十分
發達的地區，現今世界已經進入互聯網的時

代，人工智能這個概念從提出到發展，已經在
多個領域中日趨成熟，譬如無人駕駛、圖像識
別、語音辨識等，有很多已經引起社會的重視
和發掘，因此，潮屬總會透過第23期培訓
班，提供一個平台，創造一個機會，讓參加學
習的各位粵東四市領導可更加深入了解香港人
工智能和大數據的實際情況。
嶺南大學商學院院長劉黎明說，進入人工

智能與大數據時代已成為世界的潮流，及時推
進和提升香港與粵東四市的人工智能和大數據
水平，顯得既重要又迫切。
研討班班長謝威宣代表全體學員感謝潮總

的悉心安排，表示將積極把學到的人工智能和
大數據的知識應用到家鄉的科技發展上。
出席結業典禮的香港潮屬社團總會首長尚

包括：創會主席陳偉南、永遠名譽主席蔡衍
濤、副主席張仲哲等。

梅聯聯歡晚會 800鄉親共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香港潮州
商會永遠榮譽會長陳幼南、會長林宣亮
一行日前到訪柬埔寨。香港潮州商會一
行其間拜訪了柬埔寨潮汕商會、柬埔寨
潮州會館，以及參加柬埔寨潮汕商會成
立慶典。
香港潮州商會一行拜訪了柬埔寨潮汕

商會，受到會長陳烈豪等首長的熱情接
待。陳烈豪並向香港嘉賓介紹柬埔寨潮
汕商會創會的情況。
他提及隨着「一帶一路」在柬的實

施，湧入柬埔寨考察和發展的同胞日益
增多，以陳烈豪及林煒松兩位鄉賢為首
的17位先賢發起創辦柬埔寨潮汕商會。
希望柬埔寨潮汕商會的成立，將聯絡

鄉情，整合資源，團結互助，為旅居柬
埔寨的潮籍鄉親提供一個和諧共生的商
業性合作平台。陳幼南及林宣亮分別向
與會鄉親介紹了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及香
港潮州商會的情況。

拜訪柬潮汕鄉親
香港潮州商會一行翌日拜訪了柬埔寨

潮州會館，受到該會館副會長兼副秘書
長林賢明等多位常委及理事的熱情接
待。林賢明介紹了柬埔寨潮州會館的歷
史，以及柬埔寨潮人的經濟情況，傳統
風俗，文化傳承等。
陳幼南表示，此次到訪柬埔寨，是為
了更深入了解柬埔寨華人的生活情況，

特別是增進同
柬埔寨潮人的
交流與合作。
林宣亮對柬埔
寨潮汕商會的
熱情接待表示
感謝，並向與
會鄉親介紹了
香港潮州商會
的情況。
柬埔寨潮汕

商會並舉行盛
大慶典，來自
香港及內地等
嘉賓數百人匯聚鑽石島，共同慶祝柬埔
寨潮汕商會的成立。
參議院議員兼柬埔寨潮州會館會長劉

明勤、參議院議員戚金葉、中國駐柬埔
寨大使館李傑參贊、金邊市副市長能速
帕洛、柬埔寨國家員警總署副總監莫基
多、柬華理事總會會長方僑生勳爵、中
國潮州市委統戰部長徐和、香港潮州商
會永遠榮譽會長陳幼南、香港潮州商會
會長林宣亮等嘉賓出席是次晚宴。
陳烈豪致開幕詞時指，柬埔寨潮汕商
會是一個以聯絡鄉情、整合資源，在遵
守柬埔寨法律法規的前提下，本着團結
互助的精神，攜手同謀發展，以和諧共
生為宗旨的商業性合作平台。
他說，柬埔寨政局將持續穩定，加上

柬埔寨一直緊跟中國「一帶一路」的經
濟發展步伐，搭上中國快車而穩步提
升。相信柬埔寨人在良好環境的帶動
下，生活一天比一天富裕，生活品質和
消費能力也比以往大幅提高。
劉明勤指出，潮汕商會是一股經濟發
展的傑出力量，用開闊的視野，先進的
理念，廣博的胸懷和不懈的堅持，成為
了頗具活力、創造力和持續力連接的企
業家群體。
陳幼南在慶典致辭，祝賀柬埔寨潮汕

商會理事會各位理事、柬埔寨潮籍鄉親
在陳烈豪的帶領下，發揚柬埔寨潮人前
輩的優良傳統，加強與全球潮人團體的
衷誠合作，並在新一代潮人精英的努力
下，作出更大貢獻。

潮總粵東「AI大數據」研討班結業

潮州商會訪柬埔寨 交流「帶路」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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罄■香港梅州總商會、梅州聯會、安慶堂聯合舉辦客家鄉親聯歡宴會，賓主一同主持祝酒。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香港潮州商會一行與柬埔寨潮州會館首長合影。

■香港工商界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9周年國慶酒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 蔡 冠 深
指，青年音
樂會受市民
歡迎。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