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人大常委會1979年發表
的《告台灣同胞書》，鄭重宣告
新的歷史條件下爭取祖國和平統
一的方針，開啟了兩岸關係發展

的新階段。香港在兩岸關係中具有特殊作
用，不僅擔當中介橋樑角色，著名的「九二
共識」就是在香港達成的。香港並成功落實
「一國兩制」，為推動國家和平統一「率先
垂範」。今後，我們要在習近平新時代對台
重要思想的指導下，為香港、為國家、為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理事長盧文端
全國人大《告台灣同胞書》

在兩岸關係發展進程中具里程碑
意義，顯示了強國時代推進祖國
和平統一進程的信心，充分肯定

香港在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作用，表達
了我們期待祖國和平統一的共同心聲。我們
要堅定不移按照中央對台的大政方針，以香
港為平台，攜手台灣同胞，堅決反對「台
獨」，積極參與國家「一帶一路」和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為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
現祖國和平統一，發揮旗艦作用！

監事長林建岳
《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

年，我們統促會香港總會舉辦紀
念大會，分享40年來兩岸關係發
展歷程，展望台港澳與祖國融合

發展的光明前景，鼓舞大家團結一心，為香
港、為國家、為兩岸和平發展做實事齊出力。
本會作為反「獨」促統的旗艦社團，我們將在習
近平新時代對台重要思想的指導下，堅持大團
結大聯合，順應歷史大勢，共擔民族大義，匯
聚起海內外中華兒女反「獨」促統的強大力量，
維護「一國兩制」，推進祖國和平統一！

會長姚志勝
40 年前，全國人大《告台

灣同胞書》首提「三通」，40
年後海峽兩岸全面「三通」基
本實現。兩岸交流、合作、發

展的新時代已經來臨，勢不可擋。今後我
們將以習近平總書記對台「四個堅定不
移」為指導思想，致力發揮兩岸橋樑作
用，提供資源平台，共同分享內地經濟發
展成果，推動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我們
要高舉反「獨」促統旗幟，繼續推動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

執行會長陳亨利

恭 請

秘 書 長 ：王國強
首席顧問 ：曾憲梓 范徐麗泰 唐英年 曾鈺成 余國春 洪祖杭 戴德豐 林樹哲 胡定旭 劉長樂 蔡冠深 吳良好 林淑儀 譚錦球 許榮茂 梁亮勝 陳永棋 陳有慶 陳守仁 林廣兆 唐偉章 李家祥 劉漢銓 羅范椒芬

吳康民 施子清
會務顧問 ：尹德勝 方 方 王䓪鳴 王明洋 王敏剛 王敏賢 王曉玉 田北辰 石漢基 朱李月華 朱蓮芬 何志明 吳亮星 李民斌 李秀恒 李宗德 李國強 李國章 李嘉音 李賢義 周永健 周梁淑怡 林貝聿嘉 林健鋒
(按姓氏筆劃排名) 林銘森 林龍安 姚祖輝 姜在忠 胡葆琳 孫必達 袁 武 馬逢國 馬豪輝 區永熙 張家敏 張國良 張華峰 張閭蘅 梁偉浩 許漢忠 郭亞軍 陳成秀 陳坤耀 陳金烈 陳經緯 曾文仲 馮丹藜 馮華健

黃友嘉 黃國健 黃景強 楊志紅 楊海成 楊 釗 楊耀忠 葉國謙 葉順興 董利翔 詹洪良 雷添良 劉宇新 劉佩琼 蔡素玉 鄭耀棠 盧溫勝 盧瑞安 龍子明 藍鴻震 羅叔清
常務副會長 ：王國強 施榮懷 蔣麗芸 吳永嘉 黃朝陽 邱偉銘 黃煥明 蔡志忠 蔡建四 吳輝體 曾煥沙 蘇清棟 曾躍群 胡國贊 洪頂超 曾智明 王亞南 施清流 楊莉珊 黃蘭茜 佘德聰 李國興 施維雄 黃玲玲

計魏鳳英 陳趙滿菊 陳聰聰 李堅怡 丘應樺 盧金榮 林孝賢 林 涌 凌友詩 蘇永安
副 會 長 ：李大宏 王少華 張 劍 吳廣澤 王天祝 顏麗園 戴龍馨 林傳進 余春森 鄭蘇薇 吳軍捷 姚道義 陳祖恒 姚明耀 劉永碧 張建華 暨嘉華 陳建強 陳青東 林建宏 張 馳 姚 文
常務副秘書長：楊莉珊
副監事長 ：李 輝 鍾沛林 沈墨同 李鳳翔 謝燕玲 余 敏 葉金城 曾國賜 李延生 方秋雲 施錦象 施錦玲
副秘書長 ：尹樹廣 林顥伊 陳 準 陳錦雲
司 庫 ：吳永嘉 義務法律顧問：鍾沛林 周永健 溫嘉明
總 幹 事 ：伍 君
監 事 ：方秋雲 王耀瑩 余 敏 李延生 李鳳翔 李 輝 沈墨同 林建岳 施少文 施錦玲 施錦象 莊海源 曾國賜 葉金城 黎錦文 謝燕玲 鍾沛林
常務理事 ：尹樹廣 方 平 方秋雲 王天祝 王少秋 王少華 王亞南 王春新 王國強 王欽賢 王祿誾 丘應樺 白富鴻 任 暉 伍 君 朱家健 何超盈 佘德聰 余春森 吳永嘉 吳志堅 吳亞瑛 吳美蘭 吳軍捷
(按姓氏筆劃排名) 吳振東 吳廣澤 吳輝體 吳麗鳳 宋小莊 李大宏 李木理 李 冲 李和協 李奕陽 李偉杰 李國興 李堅怡 李雪燕 李毅立 李 輝 邢少南 林永佳 林孝賢 林建宏 林家禮 林 涌 林健忠 林紹奮

林菁菁 林傳進 林粵春 林 潞 林 燁 林耀明 林顥伊 邱偉銘 姚 文 姚志勝 姚明耀 姚道義 施忠民 施展望 施清流 施榮懷 施維雄 施學概 柯君恒 柯達權 洪清宜 洪頂超 洪麗孟 胡國祥
胡國贊 范仁達 計魏鳳英 倫永源 凌友詩 凌 鋒 徐世樑 徐佩文 高克明 張 馳 張建華 張壽文 張 蓓 張 劍 梁海明 許仲瑩 許鎮江 郭國耀 陳子珍 陳冬海 陳亨利 陳志灼 陳延邦 陳青東
陳建強 陳春進 陳祖恒 陳 準 陳滿棠 陳趙滿菊 陳錦雲 陳聰聰 單志明 曾智明 曾 琦 曾煥沙 曾躍群 湯麟華 黃 宏 黃杰力 黃玲玲 黃朝陽 黃煥明 黃澤林 黃勵騰 黃蘭茜 楊莉珊 溫嘉明
葉常春 廖漢輝 暨嘉華 甄韋喬 趙興源 劉木蘭 劉永碧 劉共庭 劉志偉 潘維明 蔡志忠 蔡志婷 蔡建四 蔣麗芸 鄧獻倫 鄭亞鵬 鄭蘇薇 盧文端 盧金榮 蕭雲昇 蕭暉榮 蕭聖立 謝緯武 戴龍馨
顏麗園 蘇永安 蘇清棟 饒美蛟 饒朝暉

專委會架構 ：工商專業委員會 召集人：黃蘭茜 社會事務委員會 召集人：施清流 青年委員會 召集人：盧金榮 文化委員會 召集人：凌友詩 港台交流委員會 召集人：吳永嘉
理 事 ：孔慶輝 尹安健 方三馨 方進平 方瑀楨 方鄧飛 毛朱潔華 王小樑 王天為 王加佳 王秀清 王修齡 王振雄 王啟水 王啟達 王國銘 王紹基 王皓陽 王雅雯 王萬材 王詩展 王榮基 王錦興 王蘇凡
(按姓氏筆劃排名) 王蘊鑫 古宣輝 古揚邦 印玉文 向 壘 朱伯東 朱紅萍 朱 英 朱家偉 朱家瑩 朱國華 朱清先 朱道忠 江全孚 江孝燈 江 星 何子綱 何亮亮 何國光 何萍萍 佘明釗 佘英杰 余光晨 余長潔

余 真 余駿劻 吳子宏 吳世娟 吳 任 吳妙玲 吳雪影 吳雅莉 吳德龍 吳慧珠 呂曉東 宋婉珊 李公安 李明英 李建明 李建超 李偉明 李偉聰 李瑞成 李遠榮 李廣林 李樂眉 李謀任 李濼山
沈 民 沈向陽 沈庭發 沈墨寧 卓蔚南 周小麗 周兆華 周年德 周張愛芳 周幗英 周麗花 林小桐 林小媚 林幼玲 林民盾 林至穎 林佑碧 林春華 林炳添 林英達 林智育 林 萌 林僑遠 林璨琦
林懷宣 林懷榮 邱季端 邵幗芳 金 麗 侯色罕 侯伯堅 姜玉堆 施世築 施建新 施重慶 施振銜 柳錦昌 段東風 洪源宋 洪篤意 韋子邦 韋梓輝 唐成林 唐至量 夏 馬 夏德平 孫重貴 孫 晴
孫麗芬 徐偉軍 徐偉福 徐嘉煬 翁博文 馬文娟 馬津月 馬 超 馬維英 高景波 高艷麗 崔寒梅 張永輝 張彼得 張 林 張海燕 張國進 張雅麗 張瑞珊 張漢銓 張璇菲 張憲民 張穗強 張寶華
張繼征 張繼春 戚治江 曹希聖 梁富華 梁 雁 梁嘉儀 梁興連 畢 海 盛星星 莊偉強 莊偉祥 莊健強 莊麗珠 許其昌 許明禮 許昭暉 連俊雄 郭德景 陳小平 陳少珠 陳戈理 陳永泰 陳立漢
陳志烽 陳昌裕 陳明珠 陳武肇 陳勇生 陳建鴻 陳美秀 陳祖成 陳祖江 陳純純 陳偉倫 陳國振 陳國雄 陳新生 陳榮助 陳榮旋 陳麗君 陳麗珍 陳麗堅 陸偉成 傅小清 傅 華 傅鷺陽 喻振暉
彭小燕 彭文龍 彭穎生 曾若卿 曾智雄 湯徫掄 舒 琴 閔麗華 雄學琛 馮瑞華 馮權開 黃子文 黃小卡 黃元元 黃文善 黃必成 黃秀氣 黃其他 黃俊傑 黃柏齡 黃柱河 黃美珍 黃若紅 黃書法
黃海生 黃真誠 黃曼霞 黃細英 黃愛玲 黃楊慕蓮 黃經國 黃運波 黃廣仁 黃德倫 黃熾華 黃麗群 黃鷺蓬 楊孟霖 楊昇建 楊 明 楊金花 楊星祐 楊 春 楊倚靜 楊栢濠 楊莉莉 楊榮華 萬碧蓮
葉幗英 葉聯意 鄒凱華 甄元昌 甄振強 管 樂 趙春琳 趙 爽 趙華明 趙廣群 劉佩炘 劉明偉 劉洺銘 劉漢良 劉靜文 樂養娣 潘智力 潘維亮 蔡世傳 蔡林生 蔡美怡 蔡淑好 鄧佑才 鄧麗珠
鄭 中 鄭志良 鄭家豪 鄭敏強 鄭 群 鄭鳳明 鄭靜鈺 鄭靈敏 黎嘉恩 盧 晶 盧錦欽 蕭志明 賴榮春 霍定洪 駱延萍 戴 方 戴建評 薛理平 謝安靜 謝邦榮 謝易文 謝鵬元 韓世灝 藍國倫
鄺松玲 顏木蘭 魏 勤 魏嶢峰 羅民念 羅佳民 羅 杰 羅思斯 羅清源 羅寶珠 譚永銓 譚成珠 譚源深 譚 練 蘇麗霞 顧 曣

團體會員 ：海峽兩岸和平發展論壇 香港海峽兩岸和平發展促進總會 香港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 港台青年交流促進會 海峽兩岸青少年文化交流基金會 海峽兩岸科技開發交流促進會
香港海內外華商聯合會 中國香港國際經貿合作協會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 香港福建書畫研究會

第三屆理事會組織架構

同 敬 賀

2018年11月13日 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一樓會議廳

蒞 臨 主 禮

總 監：董建華
理 事 長：盧文端 監 事 長：林建岳 會 長：姚志勝 執行會長：陳亨利

創會理事長：楊孫西 創會會長：高敬德 創會監事長：霍震寰 榮譽會長：黃英豪 榮譽會長：施祥鵬 名譽會長：李大壯

會址：香港中環德輔道中28號盤谷銀行大廈15樓1504室 電話：(852) 3151 7576 手提：(852) 6549 7614 傳真：(852) 3151 7977 電郵：info.enquiry@happrc.hk 網址：www.happrc.hk

Wechat ID: happrc_Wechat ID: happrc_3151757631517576

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 董建華董建華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 王志民王志民
無黨團結聯盟主席無黨團結聯盟主席 林炳坤林炳坤
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特派員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特派員 謝 鋒謝 鋒
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 陳元豐陳元豐
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副主席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副主席 李 波李 波
福建省委常委福建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統戰部部長 雷春美雷春美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 楊建平楊建平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執行副秘書長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執行副秘書長 孫凌雁孫凌雁
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陳積志陳積志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
新黨主席新黨主席 郁慕明郁慕明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會長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會長 黃志賢黃志賢
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中華海外聯誼會副會長中華海外聯誼會副會長、、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秘書長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秘書長 戴均良戴均良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 黃柳權黃柳權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副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副政委 陳亞丁陳亞丁
江西省委常委江西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統戰部部長、、江西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江西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 陳興超陳興超
中央統戰部港澳台統戰工作局巡視員中央統戰部港澳台統戰工作局巡視員、、中華海外聯誼會副秘書長中華海外聯誼會副秘書長 許光任許光任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聶德權

《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大會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第三屆理事會就職典禮

2018年11月13日（星期二）

20182018年年1111月月1313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18年11月13日（星期二）A21 本疊內容：文匯教育 文匯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