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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香

港專業人士協會大灣區專業考察團

一行近50人，日前赴深圳及東莞考

察訪問。此行由全國政協文史和學

習委員會副主任、該會首席會長王

國強及全國政協委員簡松年擔任榮

譽團長，該會主席黃山任團長。此

行，考察團成員主要參觀了「華

為」基地，並拜訪了東莞市領導，

探討香港專才如何把握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所帶來的創業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摯）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
日前假會所接待河北省省長許
勤一行，該會主席鄭翔玲、會
長施榮懷，以及港區河北委員
等出席，雙方就河北最新發
展、加強冀港合作等話題展開
深入討論。

鄭翔玲盼為河北獻力
鄭翔玲表示，聯誼會是全國
各省市政協委員的家，以「服
務國家、服務香港、服務委
員」為宗旨。該會委員曾到訪
河北，是次出席的河北委員都
是各行各業精英，對河北充滿熱情，希望
大家互相交流，多為河北作出貢獻。

施榮懷盼多交流促發展
施榮懷指，聯誼會是香港愛國愛港的
主力軍，除發展社會事務外，亦積極幫助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該會一直緊跟國
家發展大政方針來發展會務，愛國愛港的
立場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同時
積極發展經濟、幫助委員進入內地發展，
助力青年發展、培養青年愛國情懷等。
他續說，在國家發展大戰略中，香港
可以參與的機會很多，例如粵港澳大灣
區、京津冀、長三角、海南自貿區等，希
望能與各界友好有更多的見面交流，共促

發展。

許勤：京津冀可與灣區對接
許勤讚揚聯誼會愛國愛港的精神，指

該會極具凝聚力、智慧及能量，是得到國
家高度重視的社團組織，並就聯誼會對社
會、對各界、對國家、對香港作出的貢獻
致謝。
他表示，在國家重要戰略實施中，京

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可以和粵港澳大灣區相
對接，讓香港和河北進一步深入合作，讓
新區和特區攜手共進，進一步推動國家的
發展。
他詳細介紹了河北省整體發展狀況，

期望大家能在各類戰略實施的方針上貢獻

力量。
他表示，河北需要進一步推進開放發

展，無論是農業、工業、服務業都有巨
大發展空間，希望在推動過程的具體合
作中，加強和聯誼會的合作聯繫，也可
以建立常態化的制度，讓一些規劃、政
策能與聯誼會進行交流，進一步推向務
實合作。
他續說，雄安新區是國家主席習近平

親自推動、親自謀劃的，發展前景良好，
定能帶來良好發展機遇，並表示河北期待
進一步開放，期待進一步與香港合作，又
指該會未來將是河北十分重要和親密的合
作夥伴，希望大家能找到更多新的發展機
遇。

港區省級政協聯迎許勤一行

香港文匯報訊 4月11日，全國政協常
委、中國僑聯副主席、香港僑界社團聯會
會長余國春，廣東省政協常委、香港梅州
聯會諮議會主席余鵬春，香港梅州聯會會
長羅活活一行到訪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受到大文集團董事長姜在忠、副董事
長兼總編輯李大宏等的熱情接待。
姜在忠、李大宏向香港僑界社團聯會、

香港梅州聯會一行，介紹了《大公報》、
《文匯報》的歷史，以及集團成立以來整
合資源、錯位發展、融合發展、擴大發
行、提升傳播力的情況。
余國春首先感謝集團媒體對聯會工作的

大力支持，並對集團媒體新聞報道和新媒

體發展給予稱讚。座談時，到訪嘉賓表
示，集團成立以來，報紙版面內容愈來愈
豐富，特色更加鮮明；新媒體發展很快，
覆蓋面愈來愈廣。大家還對如何在新形勢
下辦好媒體，提出了中肯的建議。
雙方還研究了國慶70周年慶祝工作、世

界客屬交流工作和香港青少年服務工作
等。
到訪嘉賓還有：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

名譽會長李常盛、常務副會長王欽賢、常
務副會長李碧蔥、常務副會長李潤基、常
務副會長黃英來、名譽會長姚征、副會長
陳志煒，及香港梅州聯會副會長鄭錦均
等。

■余國春（前排左三），余鵬春（前排右三），羅活活（前排右二）一行到訪香港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受到姜在忠董事長（前排左四）、李大宏副董事長兼總編輯（前排左二）等
的熱情接待。

港僑聯梅聯訪大文集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國
酒茅台之友協會（茅台會）日前舉辦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新春
晚會，該會會長岑永生、總監施子
清、監事長楊孫西等眾首長聯同各界
友好、會員近300人聚首同慶，並暢敘
友誼，氣氛歡快熱烈。
岑永生致辭時表示，該會自2001年

成立以來，秉承「弘揚國酒、促進文
化、幫助貴州、發展經濟」的理念，
始終堅持「品研國酒丶傳承文化丶弘
揚國粹、振興中華」的宗旨，在貴州
茅台酒廠的支持和關心下，以酒會
友，在海內外的知名度不斷增長，該
會專用酒－「藍茅」亦成為海內外知
名的酒品牌。
他續指，近年會員隊伍不斷壯大，會

務更是蒸蒸日上，更成立了青年委員
會，會員由最初110名增加至220名，

這是全體會員共同努力下的成果。

吳永嘉祝酒 盼港政通人和
該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吳永嘉主持祝

酒，大家祝願國家國泰民安，香港政
通人和，也祝願國酒茅台百年飄香揚
威世界。
在抽獎環節中，楊孫西透露，為更
好傳承推廣茅台酒，計劃今年內到訪
台灣，把茅台酒文化帶給台灣同胞。
施子清為晚會贈送一副對聯墨寶：

「梅雪寒中儘，春風柳上生」，並由
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李文慎和茅台會
副會長施榮忻一同抽出幸運兒。
全國政協委員沈沖，港區省級政協

委員聯誼會會長施榮懷，廠商會會長
吳宏斌，以及茅台會首長季克良、吳
良好、吳永嘉、張華峰、盧文端、林
廣兆、楊華勇等賓主出席同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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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培僑校友日前假世貿中心為
老校長吳康民慶祝93歲華誕。對吳老而言，今
年生日的最佳禮物是多了一個「太公」的身
份，不足一歲的曾孫女首次亮相，為「太公」
祝壽，「四代同堂」令吳老倍感驕傲，也令壽
宴更添喜慶。
吳康民身體健康，在席上發言時，思路清晰。
他續說，自己讀的是化學工程，一心科學救

國，後來「行差踏錯」進了教育界，成就自己
一生桃李滿門。看到很多校友事業有成，對國
家民族有貢獻，又覺得人生不負此行（行
業）。除了希望校友繼續報效國家民族，更希
望吳家兒孫對社會、對學校有所貢獻。

曾鈺成：堅持旗幟育愛國人才
壽宴賓客、培僑教育機構董事會副主席曾鈺

成代表培僑的後輩向老校長承諾，定當堅持老
校長的旗幟，培養愛國人才，也不負此行（行
業）。
他說，老校長的生辰，已成為培僑人非常重
要的歡樂聚會，為老校長祝壽是大家的榮幸。
同場還有102歲的老壽星、潮籍鄉彥陳偉

南，陪同吳康民切生日蛋糕。他讚揚吳校長擁
有老一輩知識分子的風骨，選擇堅守、選擇理
想、選擇傾聽，氣宇軒昂立於天地，擁有飽滿
的人生。

培僑校友慶吳康民93歲生辰

■吳康民（右）與陳偉南一起
切生日蛋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國際潮團
總會總部辦公室開幕及揭牌儀式，昨日於
潮州會館5樓舉行，總會主席張乙坤、執
行主席陳幼南，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永遠名
譽主席陳偉南等出席並主持揭幕儀式，各
界鄉賢友好出席見證。
張乙坤致辭，感謝國際潮團總會同仁為
發展和壯大全球潮人聲譽而作出的努力，
並感謝香港潮州會館為國際潮團總會提供
了連結全球潮人友誼的寶貴平台。
他表示，香港中西交匯的優越位置，
最適合作為國際潮團總會新辦公室的地
方。香港人舉世聞名的拚搏作風，與潮人
的敢拚才會贏，有着不謀而合的共同點，
相信新辦公室將發揮其中樞和平台的突出
作用，帶領全球潮團爭取更大的成績。

他也邀請香港潮籍鄉親
參加即將在新西蘭舉行的
第二十屆國際潮團聯誼年
會。
陳幼南指，這次新辦公
室開幕，正好迎合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實施
的難得機遇，讓全球潮籍
人士為建設大灣區美好的
未來貢獻智慧和力量。
他又說，為推動國際潮

團總會的全面發展而籌建的新辦公室，對
整合和發揮該會為全球潮團合作創新、團
結、發展的優勢，在繼續堅持立足香港、
面向全球的大方向之下，發揮更大的作
用。

國際潮團總會榮譽會長鄭志才、海南
省潮商經濟促進會會長洪江遊先後致辭，
指今次總部辦公室揭幕是重要里程碑，國
際潮團將為全球潮人社團服務，希望國際
潮團愈辦愈好、興旺發達。

國際潮總總部辦公室揭牌

■國際潮團總會總部辦公室開幕及揭牌儀式，賓主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香港國酒
茅台之友協
會眾首長在
晚 會 上 合
照。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接待河北省省長許勤一行，賓主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摯 攝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參觀東莞「華為」基地後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沈清麗 攝

東莞市委副書記、市長肖亞非會見到訪
的考察團成員，雙方就如何進一步推

動港莞兩地專才交流合作進行深入交流。市
委常委、副市長張冠梓，市委統戰部常委副
部長馬鳳彪、市委台港澳辦主任黃慧紅等參
加會面。

肖亞非：兩地攜手發展共贏
肖亞非在會見中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規劃綱要》發佈後，大灣區的建設發展又
邁入一個新的階段。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擁有成熟的現代服務業體系。東莞則有
良好的產業基礎、創新驅動的發展趨勢、廣
闊的發展空間和明顯的成本優勢。
肖亞非相信莞港合作發展一定能實現最好
的錯位、最好的聯動。希望香港專業人士協
會能夠深入推動香港專才與東莞在經貿投資
等領域的交流合作，實現雙方的攜手發展、
互利共贏。

張科歡迎港專才赴莞尋機遇
東莞市委副書記、濱海灣新區黨工委書記

張科與考察團成員共晉晚餐時，也向團員們
重點推介濱海灣新區的發展規劃，
他指出，新區將是香港青年就業創業的好

地方，歡迎香港專才到東莞尋求發展機遇。

王國強：參與灣區覓投資機會
王國強表示，東莞近年經濟發展十分迅

速，特別是「華為」基地也選擇落戶東莞，
因此專程組團訪問東莞。特別是在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背景下，他也希望香港專業人士充
分發揮香港專業服務優勢，積極參與大灣區
建設，並從中找到自身的投資發展機會。
本身是測量師的黃山表示，大灣區「9+
2」城市各有特色又可互惠互利，相信隨着
城市之間進一步優化大型基建、對外開放、
互聯互通、宜居宜業等建設，會吸引更多世
界高端人才和專業人士加入，共同推動大灣
區發展。
該會副會長錢志庸身兼律師和工程師，他

透露自己正在廣州開設律師樓，因為看好大

灣區。他認為香港的專業服務優勢明顯，定
能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獲得更大的機會。
該會副主席兼青委會主席王紹恆則看好大

灣區的文創發展，更在2013年起通過活化
改建東莞燕嶺賓館，並結合錦輝僑聯會館、

新建的藝術博物館等打造文創基地－「燕
嶺園」，園內設有唯一大型3D視覺藝術
館，他說，希望燕嶺園能為更多創意創業者
提供展示才華和交流的互動平台。
特區政府教育局前局長吳克儉任嘉賓隨團

參訪，其他團員尚包括該會常務副主席龐朝
輝、吳德龍、黃漢輝、羅錦基（兼秘書
長），副會長蕭妙文、李偉庭、胡國志、李
承光，副主席簡汝謙、梁永鏗、黃江天、黃
靜怡，司庫彭漢中，副秘書長鄧炳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