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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
俞建喜

會 長
施忠民

岑永生胡國祥 冼漢鑌 李 文

施少文楊孫西創會會長蔡德河

陳延邦廖漢輝許鎮江 余 敏

副會長
冼婁文英

副會長
林靄嫻

副會長
林世強

副會長
湯承芬

副會長

大會主席俞建喜歡迎辭

今天，我們在此舉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
周年暨香港觀塘工商業聯合會．香港海內外華
商聯合會會董局就職晚會。首先非常感謝各位
主禮嘉賓蒞臨主禮，感謝海外以及內地各省市
友好單位的朋友遠道而來，同時亦非常感謝香
港特區的政府官員、中央駐港各個單位的負責
人、香港各個友好團體的領導以及各界的朋友
出席今晚的盛會。

看到來自不同地區的良朋知己聚首一堂，
我們感到非常高興。請容許我代表香港觀塘工商業聯合會．香港海內
外華商聯合會會董局同人向各位致以衷心的感謝和熱烈的歡迎。

今晚嘉賓雲集，反映兩會得到各界的全力支持，兩會同人深感榮
幸。我們知道能夠得到各地友好的全力支持和協助，兩會才能繼往開
來，繼續發揮橋樑和協助的作用，為海內外各地華商企業交流合作搭
橋鋪路。

配合國家推動「一帶一路」的發展倡議，正好為海內外華商聯手
開拓國際市場、擴大國際經濟交流與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開放平
台和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我們深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夠
進一步推進海內外華商的交流合作，提高華商的國際競爭力，並且為
祖國經濟騰飛，中華民族復興作出更大的貢獻。深信在施忠民會長的
積極帶領下，兩會的會務定必蒸蒸日上，更上一層樓！

最後感謝各位主禮嘉賓百忙之中出席為大會主禮，並且再一次感
謝各位嘉賓出席，令晚會增光不少！祝願各位嘉賓萬事如意！事業有
成！家庭幸福！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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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香港觀塘工商業聯合
會第21屆、香港海內外華商聯
合會第10屆會董局在大家的見
證下，就職履任。本人承蒙仝人
信任，出任會長職務，一方面感
到十分榮幸，另一方面亦感責任
重大。本人定當竭盡棉力，為本
會服務。新一屆的會董局內有連
任的資深會董，同時也有新獲選
的生力軍，我們全體都將肩負會
員和社會各界對兩會的期許，盡心盡力，為香港的經
濟繁榮，為祖國的昌盛富強，為海內外華商的團結合
作多做實事，多作貢獻。

觀塘工商聯於1982年成立，並於2000年增設成
立「香港海內外華商聯合會」。在創會會長蔡德河先
生和歷屆會長楊孫西博士、施少文先生、胡國祥先
生、岑永生博士、冼漢鑌先生、李文先生、許鎮江先
生、廖漢輝博士、陳延邦爵士、余敏先生以及各屆會
董局仝人的共同努力下，為本會會務奠下穩固基礎。
本會有今日的成就，全賴仝人群策群力，再次感謝歷
屆會長的領導。

本會自成立以來，一直秉承愛國愛港的優良傳
統。新一屆會董局將堅守這個宗旨，秉持「立足香
港、背靠祖國，面向國際」，承先啓後，與時俱進，
務求全力推動會務創新，帶領本會朝著多元化和年青
化發展。積極參與地區活動、服務社會，積極團結工
商界，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及
特區政府班子依法施政，透過與政府不同部門的溝
通，就涉及社會及經濟政策的制定以及香港長遠經濟
與社會發展事宜向特區政府提出建議。

本會除積極團結香港工商，並與社會各界建立廣
泛聯繫，同時與內地對應單位緊密交往，更與內地眾
多省市級商會結成友好，並於2005年與中華全國工
商聯簽署友好協議，彰顯兩會長期以來的友好合作關
係。一直以來，本會致力推動香港工商界與內地企業
交流，在推動兩地經濟合作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後本
會將一如以往，為祖國經濟騰飛，中華民族復興貢獻
力量。

今年是國家改革開放40年，也是我國民營經濟飛
速發展的40年，回顧這40年來，國家從艱苦拼搏以
至創新求變達至現時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
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香港工商界以至海內
外華商在改革開放的每個階段都積極參與，作出了重
要的貢獻。

國家於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在改革開放初
期，不少香港工商界率先響應國家政策的號召，帶着
資金、技術和國際聯繫到內地投資辦廠。本會創會會
長蔡德河、永遠榮譽會長楊孫西是最早一批前往內地
投資設廠的港商，更於1982年聯同創會成員甄元
昌、溫嘉旋、王啟達、岑永生及胡國祥等創辦觀塘工
商聯，急會員所需，為會員牽線搭橋，在內地尋找發
展商機，同時為內地工商聯提供香港的工商資訊。順
應華商在世界經濟舞台上逐漸活躍發展的新形勢，
2000年香港觀塘工商業聯合會加設成立「香港海內外
華商聯合會」，成為團結和凝聚世界各地華商的重要
力量。36年來，觀塘工商聯和海內外華商聯一直發揮
支持協助以及牽線搭橋的作用，推動港商及海外華商
積極參與祖國建設，成為建設和貢獻國家的先行者和
受惠者。

現在國家的發展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粵港澳大
灣區、一帶一路建設，更創造巨大的機遇。香港觀塘
工商業聯合會和香港海內外華商聯合會將會堅守「承
先啟後、與時俱進」的信念，不斷努力為會員尋找發
展機遇，擴寬國際視野，繼續作為香港工商界以至海
內外華商的合作夥伴，並且推動會員全力融入國家發
展的大局，為香港的發展，為祖國的繁榮貢獻一分力
量。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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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振華

梁健流

影馳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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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適逢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我與觀塘工商聯資深成員作為改
革開放的參與者，見證了國家經過改革開放、奮發圖強的歷史壯舉，
更讚歎國家創造舉世矚目的發展奇蹟。2018年11月，我有幸獲香港
特區政府邀請參與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到
北京出席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的活動。國家主席習近平於11月12日
上午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訪問團，高度肯定香港對改革開放的貢獻，
表明香港的作用不可替代，顯示習主席和中央與港人推心置腹，對香
港寄以厚望，令所有香港市民，都感到欣慰，更對未來充滿信心。

改革開放40年，香港功不可沒，此次訪問活動，獲得中央高規格
接待，是中央對香港貢獻的充分肯定。令人感受最深的是，與習主席
會面期間，我有幸獲安排坐在第一排，更萬分榮幸習主席親切的與我
握手和合照，使我畢生難忘。

習主席於講話中提到香港的六點作用，同時寄予港澳四點希望。
習主席對我們耳提面命，既給予港人對國家、對香港未來發展派出定
心丸，注入強心針，同時亦是敦促港澳各界人士要善抓機遇，乘勢而
上，以更加積極的態度、更加創新的思維、更加務實的舉措，加強與
內地各領域、各方面的交流合作，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港澳就一
定能夠實現更好的發展。

回想改革開放之初，國家百業待興，敢拿資金回內地投資建廠的
港商少之又少。我抱着愛國之心，最早期便在潮汕等地投資設廠，是
最早赴內地投資的港商之一。當時內地極需熟識海外市場和國際法
規，同時具備國際視野的有識之士提供意見；然而當時中英政府正就
香港的前途問題進行談判，在這敏感時刻，敢膽前往北京及內地開展
友好關係的工商界人士屈指可數。1982年我與楊孫西等一班愛國愛港
的摰友創辦香港觀塘工商業聯合會，發揮「聯繫人」作用，既為內地
引介具國際商貿知識的專業人士，亦帶領港商前去內地投資考察，同
時聯繫中央駐港機構以及不同省市的工商聯，為港商解決在內地投資
設廠遇到大少不一的難題，同時為國家走向現代化作出貢獻。

1983年5月我聯同觀塘工商聯會董局成員組成代表團訪問北京，
獲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承志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親切接見，暢談
兩地貿易問題，並在科技交流及經濟貿易上交換寶貴意見。1984年9
月，我應邀前往北京參加國慶活動，獲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先生握手歡
迎，隨後舉行座談會，可見觀塘工商聯發揮的作用受到重視。2017年
觀塘工商聯慶祝成立35周年，時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先生特別發來賀
信嘉許。信中表示「觀塘工商業聯合會成立35年來，在蔡德河、楊孫
西等歷任會首長的帶領下，秉持愛國愛港立場，積極參與祖國內地改
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為促進香港順利回歸和平穩過渡，為維護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為推動海內外華商交流與合作，做了大量工作，
開創了許多先例，成效顯著，有口皆碑」，可以說觀塘工商聯自成立
以來，對國家對香港所作的貢獻得到充份的肯定。

改革永不停步，仍需要香港發揮獨特優勢，積極作為，助力國家發
展。我親身參與並經歷過國家改革開放40年，時至今日對報效國家的愛
國情、赤子心絲毫不減，願意與觀塘工商聯全體成員在新時代改革開放
多出一分力，為國家現代化建設、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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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東升

楊 釗 盧文端 周振基 甄元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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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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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創盛

■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創會會長蔡德河親切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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