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總貫徹分享兩會精神

東華三院董事局交代就職
譚鐵牛劉江華陳肇始同賀 蔡榮星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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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詩）東

華三院戊戌年及己亥年董事局交代

就職典禮日前在該院總部舉行，蔡

榮星膺己亥年董事局主席。該院同

日晚上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辦兩屆董

事局聯歡晚宴，中聯辦副主任譚鐵

牛，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

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以

及各界賢達出席同賀。

新總邀譚耀宗分享兩會精神

東華三院戊戌年及己亥年董事局交代就
職典禮，由劉江華為己亥年董事局主

持監誓儀式，並頒發獎狀予戊戌年董事局成
員及顧問。
劉江華在活動上致辭，讚揚東華三院一直
與時俱進，與特區政府攜手並肩，回應不同
階層市民的需要，服務社會。
他續說，東華三院多年來，除了秉承「救
病拯危」的百年使命，致力提供優質的醫療
衛生服務，而且在教育、青年工作、安老復
康服務以及文化保育工作等方面都做了大量
工作。
他並提到，戊戌年董事局主席王賢誌憑着
無比幹勁，帶領董事局同仁宏展善猷，建樹
良多，他代表特區政府對此致意。
劉江華相信，新任主席蔡榮星定能帶領董
事局一眾仁人志士，發揚東華精神，孜孜為

善，恩澤香江。
戊戌年主席王賢誌在會上發表卸任感言，

並回顧了過去一年的主要工作，當中提到去
年東華三院全年善款總數達到4.186億元，
再創新高。

王賢誌盼東華「善星」續發亮
他又特別感謝特區政府與顧問局的指導，

以及董事局同仁與該院員工的支持，令東華
能取得如此成績，他期望在蔡榮星的帶領
下，東華三院這顆慈善之星能繼續在香港發
光發亮。

蔡榮星：續為東華弘揚慈善
蔡榮星說，東華三院自創辦以來，一直堅
守「救病拯危、安老復康、興學育才、扶幼
導青」的宗旨，服務香港市民，所以來年工
作重點會繼續聚焦醫療、教育及青年工作。
而他作為新任主席，定會帶領董事局緊守歷

屆前賢創立的基業，並緊貼時代步伐，把東
華源遠流長的慈善福利事業發揚光大。
東華三院新董事局成員尚包括第一副主席

文頴怡，第二副主席譚鎮國，第三副主席馬
清揚，第四副主席韋浩文，第五副主席鄧明
慧，總理何猷啟、馮敬安、晏紫、毛宇峯、

李澤浩、曾慶輝、陳姚麗妮、陸晴、廖晉
輝、鄧蕙敏、吳鄭子婷、諸陳慧婷、莊紫
祥、李澄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潮屬
社團總會日前在會所舉行「貫徹兩會精神
．緊握發展機遇」分享會，該會多位身兼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與全國政協委員的首長
到場，與各屬會代表及會員分享兩會精
神。

陳幼南：獻力推國家發展
潮總主席陳幼南致辭說，今年該會有20
位首長以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身份，在兩
會期間積極建言獻策，提出切實可行的意
見，表達廣大潮人對國家發展、香港進
步、社會繁榮的殷切心聲。
他希望通過舉辦是次活動，能更好地發
揮潮人在香港的積極作用，為推動國家發
展貢獻力量。

林建岳：以「主人家」心態投灣區
全國政協常委、該會監事會主席林建岳
表示，積極推動大灣區建設為今年兩會的
一大熱點，明確了香港的發展方向和着力
點在於大灣區建設。他認為，港人應該以
「主人家」的心態投入大灣區建設，香港
需要藉助大灣區的支撐，發展本地的創新
科技產業，製造更多就業、發展機會。

全國政協常委、該會常務副主席胡定旭
形容，今年總理報告很踏實，講出2018年
面臨嚴峻的經濟問題，以及對2019年的展
望，還提出了5項特別措施，包括降費減
稅、發行國債、城市建設、政府減少不必
要的支出、銀行放寬對中小企業的貸款。
全國政協委員、該會榮譽顧問朱鼎健認

為，今年的兩會是人民有所呼、企業有所
呼、政府有所應，給人民滿足感，從而有
安全感，是「活市場、撐企業、利民生、
順民意」的一份政府報告，採取了「放水
養魚」的思維，去蓬勃大體經濟。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該會常務副主席陳振

彬表示，《外商投資法》內容豐富，他引述
韓正副總理表示，接下來還有13項優惠大灣
區、香港的政策，香港不屬於外商但可以利
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享受相關政策。
首席會長、全國政協委員黃楚標說，汪

洋主席的工作報告，指示要加強香港青年
與內地青年交流的具體工作，並要求政協
委員圍繞大灣區建設提出建設性意見，工
作方式亦要有針對性，冀政協能發揮獨特
作用。

周厚立總結兩會「7亮點」

全國政協委員、該會會長周厚立表
示，今年兩會意義重大，總結了7個亮
點，政府工作報告實事求是、抓緊大灣
區建設重大機遇、減稅利好13億人、就
業優先、制定今年目標任務以人民為中
心、外商投資法、捍衛國家政治安全。
全國政協委員、該會榮譽顧問許漢忠表

示，今年兩會報告涵蓋廣泛，以「五位一
體」即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建
設，以及「四個全面」的認識原則，即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
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囊括了政府各方
的指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該會常務會董張俊

勇表示，今年韓正副總理對港區政協和人
大代表提出四個帶頭作用的要求，即商
討、協商、更改法例、有廣泛的民意基
礎。
他形容，今年兩會是制定最多法規的一

年，人大代表需要對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才能將工作做得更加出色。
全國政協委員李偉斌，潮總永遠名譽主

席蔡衍濤、許學之，常務副主席莊學海，
副主席莊健成，榮譽顧問藍鴻震，名譽顧
問胡澤文等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新界總商
會日前舉行第十二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
議，邀請全國人大常委、該會榮譽會長譚
耀宗擔任主講嘉賓，分享兩會精神。
新界總商會榮譽會長袁武，會長張德

熙，主席王振聲，聯席主席曾智明等首
長、董事及會員約90人赴會。
譚耀宗在演講中指出，李克強總理所作

的《政府工作報告》清晰地向世界展示了
中國在過去一年所取得的成就，也向世界
展示了中國未來發展的藍圖。報告的整體
基調求真務實，在匯報經濟利好消息的同
時，也承認在世界經濟不確定性因素增加

的外部環境中，以及在中國經濟調整轉型
的內部環境中，國家經濟下行壓力增大，
實體經濟面臨的困難較多。所以，《政府
工作報告》中出台了許多支持實體經濟發
展的政策，如降稅、優化借貸政策等。
譚耀宗也特別介紹了最高法院和最高人

民檢察院的報告，向大家展示國家的法制
發展進程，以及今年通過的《外商投資
法》的核心內容，以及港商在新法中的地
位變化。同時，並對習總書記在兩會期間
親自參與內蒙古、河南、甘肅以及福建代
表團討論時發表的重要講話，進行了詳細
的論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香港福建
社團聯會前日設宴接待到訪的福建省副
省長陳寧寧一行，該會主席吳換炎等一
眾鄉賢出席，雙方就促進閩港兩地合作
發展作深入交流。陳寧寧表示，希望在
港福建鄉親繼續關心支持新時代、新福
建的建設，繼續匯聚各方力量及資源，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陳寧寧向聯會鄉賢致以誠摯問候，並

讚揚福建鄉親為香港繁榮穩定、為「一
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踐作出貢獻。

陳：鄉親多回鄉抓「帶路」機遇
她詳細介紹了福建近年的發展狀況，

指經濟結構調整、產業轉型是當前發展
的主旋律，在「一帶一路」、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戰略中更迎來新的機遇，希望
在港福建鄉親繼續關心支持新時代、新
福建的建設，繼續匯聚各方力量及資
源，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鼓勵大家常
回家看看，實現閩港併船出海、深化合
作，共建「一帶一路」的發展大局，尋
找更多機遇。
她續說，今年適逢新中國70周年華

誕，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之
年，希望在港福建鄉親繼續發揚愛國愛
港愛鄉的光榮傳統，繼續秉承福建「鐵
軍」的精神，攜手同行，共創香港美好
明天。
吳換炎介紹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情況，

聯會一直高舉愛國愛港旗幟，團結居港

120萬閩籍鄉親，發揚愛拚敢贏的福建精
神，為促進閩港交流合作，支持家鄉建
設，以及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積極
作為，努力奉獻，成績有目共睹，受到
各級領導的好評和充分肯定，並贏得了
「鐵軍」的光榮稱號，對此既感自豪，
更覺責任重大。
他指出，今年是區議會選舉年，明年

是立法會選舉年，兩次選舉將對香港的
繁榮穩定影響深遠。目前，聯會正密鑼
緊鼓發動未登記的鄉親，鼓勵他們登記
為選民，並投票支持愛國愛港的候選
人。

吳換炎：推港融入國家大局
吳換炎又指，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
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關鍵之
年。兩會傳出國家更加開放多元、催人
奮進的信息，鼓舞我們堅守「一國」 之
本、善用「兩制」之利，更加主動積極
推動香港融入「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新時
代國家發展中發揮新作用、實現新發
展、作出新貢獻，表示定會為此努力不
懈，不負祈盼。
福建省政府副秘書長詹志潔，福建省

台港澳辦副主任劉良輝，香港福建社團
聯會榮譽顧問楊孫西、吳良好、周安達
源、盧溫勝、林銘森、陳金烈、李賢
義，副主席兼秘書長施榮忻等亦出席活
動。

福建社聯與陳寧寧交流兩地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中華
總商會（中總）會長蔡冠深日前應邀出席
由廣州市政府主辦的2019中國廣州國際投
資年會，並作主題發言。蔡冠深並於會前
與廣東省委常委、廣州市委書記張碩輔，
以及廣州市市長溫國輝、市人大常委會主
任陳建華、市政協主席劉悅倫等領導會面
交流。
蔡冠深在發言時表示，隨着《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出台，港穗雙雙
成為灣區的「中心城市」，將有更廣闊的
合作空間。
他認為，香港可加強與廣州的科技合

作，發展為具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
中心。此外，香港在會計、法律等方面具

專業人才庫，加上在發展為亞太區國際法
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等方面的協同發
展，可以與廣州共同促進人流、物流、資
金流、信息流的無縫對接。
蔡冠深表示，中總在推動穗港合作、以

至大灣區建設方面不遺餘力，除了每年春
秋兩季的廣交會，大灣區規劃綱要出台後
已組織多項活動配合，包括3月於香港舉
辦粵港澳合作論壇、4月初組團出席於日
本東京舉行的三地政府大灣區推介會及擔
任支持機構。
張碩輔表示，廣州將着力提升大灣區區

域發展核心引擎功能，進一步深化營商環
境改革，全面落實減稅降費、支持實體經
濟和民營經濟發展各項政策措施，加快建

立與國際高標準投資貿易規則相銜接的規
則和制度體系，大力提高政務服務、產業
協同配套、生產要素流動、人員往來和生
活服務便利化水平，着力構建「親」
「清」新型政商關係，優化對企業的服務
與支持，努力參與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宜居
宜業宜遊優質生活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詩）香港中華
出入口商會去年底正式換屆，今年籌辦多項
重點活動，包括定於11月份舉行慶祝新中
國成立70周年大型活動。
中出商會日前舉辦傳媒聚會，介紹今年
大型活動，包括5月28日將有一場環繞
5G技術的公開論壇，特區政府官員將到
場介紹智能城市規劃，同場還有華為高層
到場演講，預計將有600人出席；同時，
中出亦將與電信商合作，在多所本地以至
大灣區的學校進行同步直播，讓青少年對
當下的最新科技發展能有更深了解。
另外，7月及10月將會分別舉辦「我們

一起悅讀的日子」及「進出口
企業大獎」兩大品牌活動，今
年「進出口企業大獎」將增設
獎項，以表揚在粵港澳大灣區
有突出成就的企業。
會長林龍安表示，中出作為

香港六大商會之一，有責任與
義務推動香港的出入口事務，
特別是國際貿易及商品配對的
工作，未來亦將加強與媒體及
社會各界的聯絡，助力宣傳香港及國家在
出入口方面的最新發展，一同把香港貿易
中心的角色真正做大做強。

該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陳勁，副會長黃英
豪、貝鈞奇、吳漢樑、許華傑，副秘書長
楊靜，總幹事丁妙雅等亦有出席。

蔡冠深赴穗國際投資年會談灣區

中出商會下月辦5G技術論壇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一眾首長出席活動，與傳媒會
面。

■蔡冠深認為，穗港可加強在科技及專業
服務方面的合作。

■潮總舉行
兩會精神分
享會，講者
與 會 員 合
照。

■東華三院舉行董事局聯歡晚宴，賓主合照。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歡迎福建省副省長陳寧寧一行，賓主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摯 攝

■新界總商會邀譚耀宗分享兩會精神，賓主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