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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晤山東省委書記劉家義

■林鄭月娥（右）與劉家義會面。
香港文匯報訊 12月4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在禮賓府與山東省委書記劉家義會面。林鄭
月娥表示， 歡迎劉家義就任山東省委書記後首次
率團訪港，出席每年一度的香港山東周活動，並預
祝活動圓滿成功。
林鄭月娥指出，香港與山東經貿關係密切，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詩）香
港濟南同鄉會成立大會昨晚在港隆
重舉行。中聯辦副主任仇鴻，山東
省副省長任愛榮，省委統戰部常務
副部長趙強出席主禮，與數百名魯

港是山東企業境外融資和上市的首選之地，自
1993 年青島啤酒作為首批內地企業來港上市，至
今已有超過 50 家當地企業在港上市。她歡迎山東
企業繼續利用香港在金融及其他專業服務的優
勢，以香港作為平台，把外資「引進來」、協助
山東企業「走出去」，並與香港共同開拓國際市
場，把握「一帶一路」建設的機遇。
劉家義簡介山東近年重點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着
力培育良好的創新創業環境等情況。林鄭月娥亦
指，香港正在中央支持下發展成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相信兩地創科界可探索深化交流合作的空間。
林鄭月娥感謝山東省政府支持香港特區政府駐山
東聯絡處的工作，包括為香港青年交流和實習提供
方便。她期望省政府繼續落實各項便利港人，特別
是青年在內地生活和發展的措施。
香港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出席
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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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民會見劉家義 盼魯港共榮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訊，12月4日，中
聯辦主任王志民在辦內會見來港參加香港山東周
活動的山東省委書記劉家義一行。
王志民衷心感謝山東省委、省政府對香
港工作和中聯辦工作的大力支持，並簡要
介紹了習近平總書記去年「七一」視察香港
以來，香港持續穩中向好的形勢。王志民表
示 ， 香 港 山 東 周 自 2009 年 以 來 每 年 在 港 舉
辦，已成為魯港兩地深化合作的品牌活動，
增進了兩地人民的情感聯繫。希望山東繼續
重視發揮香港對助力全面開放和高質量發展
的獨特作用和優勢，推動魯港共同繁榮發
展。香港中聯辦將發揮好橋樑紐帶作用，支
持魯港深化全面合作，助力兩地共同發
展。
劉家義感謝香港中聯辦多年來給予山東的關
心支持，介紹了山東經濟社會發展最新情況，

■王志民（右）會見劉家義。 中聯辦網站圖片
表示山東將繼續做好香港山東周品牌，不斷深
化魯港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希望香港中聯辦繼
續給予支持和幫助。
中聯辦副主任仇鴻，山東省委常委、秘書長王
清憲，山東省副省長任愛榮參加會見。

香港濟南同鄉會成立
仇鴻任愛榮趙強主禮 林東明膺創會會長

籍鄉親一同見證同鄉會的成立，以
及創會會長林東明等執行團隊就
職。

任愛榮致辭指，香港一直是山東最重要
的經貿夥伴之一，省政府非常重視山

東與香港的多領域深化合作。同鄉會的成立
正為香港與山東，以及香港與濟南之間的交
流合作，注入了新的力量，拓展了新的渠
道。

任愛榮：激發活力建設雙創
她希望同鄉會同仁勇於承擔社會責任，緊
守愛國愛港愛鄉原則，充分發揮協調聯絡作
用，為魯港兩地搭建橋樑平台，探索合作路
徑，實現共贏願景。
她表示歡迎各鄉親多回家考察及提出寶貴
意見，注力優化營商環境，助推新舊動能轉
換，而省政府亦會為大家在山東的創新創業
做好服務。
她說：「山東現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
致力激發改革新活力，搭建創新創業新平
台，希望包括香港在內的天下友人都能共享
■香港濟南同鄉會舉行成立大會，賓主合照。
山東的美好未來。」

王擁華讚鄉親促港繁榮穩定

林東明：化身橋樑聯結濟港

濟南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王擁華致辭
時，讚揚在港的濟南鄉親長久以來為促進香
港繁榮穩定，及推動濟港合作交流作出了重
要貢獻，家鄉為大家的努力感到自豪與驕
傲。

林東明致辭表示，同鄉會的成立與各方領
導的指導幫助、社會各界的關心支持是密不可
分，他作為首屆會長任重而道遠，今後定會帶
領團隊上下，廣泛團結在港同鄉，將同鄉會建
設成鄉親們的在港新家園。同時，該會將充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發揮橋樑紐帶作用，為濟港兩地的經貿往來提
供服務支持，並做好濟南市雙招雙引香港聯絡
站的角色，促進兩地企業融合發展。

朱銘泉：正值新舊轉換時刻
全國政協委員、同鄉會榮譽顧問朱銘泉表
示，與會長林東明已認識多年，林會長是一

個非常聰明而熱心公益的人。當下，濟南市
正值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時刻，相信在他的
領導下，同鄉會定能為家鄉的招商引資作出
積極貢獻。
大會上，濟南市副市長李自軍為同鄉會授
牌，意味着同鄉會正式成為濟南市招商引資
招才引智香港聯絡站。典禮後也舉行了一場

青企家博士生赴莞考察灣區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百仁基金、香
港菁英會和香港理工大學 12 月 3 日聯合主辦香
港青年企業家大灣區考察活動，帶領香港青年
企業家及理大博士生約60人前往東莞進行參觀
訪問。考察團團長、全國政協常委、百仁基金
創會主席李家傑表示，現今社會處於科技巨變
的重要轉型時期，冀此行大家了解到粵港澳大
灣區及高新科技發展情況，將來共同打造大灣
區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考察團一行約60人一同乘坐廣深港高鐵前往
東莞進行參觀訪問，並與東莞市委書記、市人
大常委會主任梁維東，東莞市委副書記、市長
肖亞非會面，雙方舉行座談，就大灣區未來機
遇、港莞兩地未來合作等議題交換意見。

梁維東：邁入新階發展經濟

■香港菁英會、百仁基金大灣區考察團團員全體合影。

梁維東表示，國家改革開放40年取得的成績
有賴香港同胞的支持，現時改革開放已進入第
二個階段，在新一輪改革開放中，香港的地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摯 攝 是十分重要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對於港

長青學院畢業禮 27
「老友」
獲學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
東區婦女福利會楊樹章長者鄰舍中
心轄下的「長青學院」，為表揚及
嘉許學員的努力和學習成果，早前
假銅鑼灣社區中心禮堂舉行四年一
度的畢業典禮，共有 177 位畢業生
獲資格頒發證書，當中有 27 名長者
獲頒授學位，其餘則獲證書、文
憑。
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助理福
利專員林綺梅女士，香港東區婦女
福利會首席永遠會長丁毓珠、主席
梁淑莊、副會長繆蕭麗華、副主席
馮翠屏、黃葉慧瑩出席典禮及頒
獎。
典禮當日，除了頒發畢業證書，

李家傑：循三方向深化合作
李家傑表示，現今社會處於科技巨變的重要
轉型時期，香港在如何融入大灣區發展、實現
產業升級、打造大灣區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等肩負了很大的使命。
他表示大家對未來發展充滿信心，相信香港
和東莞的攜手合作將能實現更大作為。

他並對港莞兩地合作提出三大方向：一是加
深科技創新合作，實現產業升級；二是引入香
港的金融、醫療、教育等國際化產業，實現共
同開發建設；三是加強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方
面的合作，吸引年輕人加入高科技發展。

施榮忻：高鐵便捷有利融合
考察團常務副團長、香港菁英會榮譽主席施
榮忻表示，是次交流團乘坐高鐵前往東莞，感
受到高鐵的安全快速，相信便捷的交通有利於
實現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
他希望今次活動能讓香港青年了解到東莞的
發展機會，為國家的未來發展貢獻智慧。
考察期間，考察團一行人參觀了東莞市規劃
展覽館、東莞松山湖國際機器人產業基地，以
及華為、散裂中子源等高新科技企業，了解東
莞高科技製造最新發展。
團員紛紛表示，是次考察內容覆蓋廣泛，進
一步了解到東莞新技發展及大灣區規劃，大大
增廣了見聞。
考察團成員尚有副團長沈岐平、洪為民、楊
華勇、林潞、李聖潑、莊家彬、白富鴻、夏建
雲、曾鳳珠、何玉慧、林智彬、王紹基、廖宇
軒、嚴偉賢、李根泰，副團長兼秘書長金玲
等。

寧德鄉總青委會聖誕聯歡

■長青學院
畢業典禮日
前舉行，嘉
賓與畢業學
員合照。
亦有 34 位導師被頒嘉許狀及服務年
資獎，並由長者導師帶領學員通過
不同的表演項目及作品展，向大家
分享學習的成果。
據介紹，「長青學院」成立於

澳、珠三角乃至全世界，都是十分重要的機
遇。
新一輪的改革開放在於實現經濟高質量發
展，大灣區現時的製造業、城市構造、開放新
經濟等方面發展良好，下一輪將在先進製造
業、服務業等方面加強發展。
他指百仁基金和香港菁英會代表了香港青年
的力量，匯聚了香港各界精英，希望大家透過
參觀訪問更了解東莞的發展，同時加強聯繫，
讓港莞兩地在大灣區機遇下實現新一輪發展。
肖亞非向團員們介紹東莞經濟社會發展狀
況，希望大家關注、支持、關心東莞的發展。

招商引資招才引智推介會。
中聯辦機關工作部部長王克忠、辦公廳副
主任姜濤、經濟部副部長雷海秋，外交部駐
港特派員公署參贊楊嫻，山東省委統戰部副
部長周雲平，山東省政府副秘書長魏華祥，
山東省商務廳副廳長張維克，濟南市副市長
李自軍等出席活動。

2004 年，旨在鼓勵長者不斷進修和
學習，與時並進，讓長者發揮學而
不倦的精神。學院共設有 6 個學
系 ， 過 去 一 年 已 開 辦 150 多 個 課
程，學員總數達700多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寧德
市同鄉總會青年委員會聖誕聯歡晚會日前
舉行，近百名寧德青年歡聚一堂，一同慶
祝聖誕，場面溫馨熱鬧。
香港寧德市同鄉總會會長鄭靜鈺、香港
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兼青年委員會主任陳
昆、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秘書長兼青年委
員會常務副主任呂曉東等出席。
鄭靜鈺表示，活動有利於不同社團間的
交流合作，指大家長期以來支持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在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方面
■香港寧德市同鄉總會青年委員會聖誕聯歡晚會，賓主合影。
發揮了積極作用，希望大家繼續關心、支
持同鄉總會的工作。同時希望大家繼續關心支持家 參與聯會的聯歡活動。
鄉的建設發展，把握機會到寧德投資興業。
香港寧德市同鄉總會副秘書長黃鵬致辭感謝大家
陳昆表示，希望能凝聚每一個屬會的青年，辦好 的鼎力支持，指未來將舉辦更多活動，希望大家團
活動，讓聯會更有力量，並指未來將積極邀請大家 結凝聚在一起，創造青年新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