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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界同胞賀國慶籌委會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
麗）香港工商界同胞慶祝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籌備委員
會昨日舉行成立大會，中聯辦副
主任譚鐵牛應邀出席會議。大會

六大商會代表任籌委會主席 譚鐵牛出席會議

推舉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
擔任籌委會執行主席。籌委會訂
於 9 月 6 日（周五）舉行 70 周年
國慶酒會，與工商界翹楚共慶華
誕。

會議通過今年國慶籌委會主席團成員
暨正、副秘書長，以及各部正、副

主任名單。與會代表一致通過於9月6日
（周五）中午假港島香格里拉大酒店舉
行70周年國慶酒會。籌委會亦將於9月1
日至10月31日一連兩個月在香港中華總
商會大廈外牆懸掛祝賀國慶的大型掛
畫。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香港中
國企業協會會長高迎欣、香港中華廠商
聯合會會長吳宏斌、香港工業總會主席
葉中賢、香港總商會常務副主席王冬勝
及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執委會主席梁志堅
共 6 家商會代表擔任籌委會主席團主
席，另尚有主席團成員76名。

蔡冠深：港任灣區
「聯繫者」
籌委會執行主席蔡冠深指出，今年是
新中國建國70周年，祖國在不同範疇均
取得輝煌成就，並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地位舉足輕重，成績有目共睹。雖

然中美貿易摩擦為環球經貿投資帶來許
多不確定性，惟國家積極推動粵港澳大
灣區和「一帶一路」建設，將為國家和
香港發展帶來新機遇，香港的獨特優勢
也將得到進一步鞏固，並可在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框架下充分發揮「聯繫者」、
「投資者」及「營運者」角色。
蔡冠深表示，香港近期因修訂《逃犯
條例》引發社會爭議，並出現違法暴力
行為，香港工商界期望社會各界堅守和
平理性原則，停止一切破壞社會秩序的
違法衝擊和暴力行為，守護香港法治精
神的核心價值，讓社會盡快回復平靜。
他呼籲香港工商界齊心協力，廣泛團結
社會各界，集中力量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譚鐵牛在大會上發言，祝賀籌委會成
立，並感謝香港工商界以拳拳赤子之心
籌劃國慶活動。
他表示，國家70載披荊斬棘、砥礪奮
進，開啟了祖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
再到強起來的偉大歷史征程。
他續說，改革開放 40 多年來，中國

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
和創新能力顯著提升，「一帶一路」建
設成效顯著，已成為全球經濟的主要穩
定器和動力源。「十八大」以來，中央
把全面依法治國納入「四個全面」戰略
佈局，國家法治建設亦取得重大成就，
人民對國家發展充滿信心。

譚鐵牛盼工商界獻力
「帶路」
譚鐵牛表示，香港回歸22年來，「一
國兩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方針
得到全面貫徹落實。在中央政府和祖國
的大力支持，以及特區政府和香港同胞
的共同努力下，香港保持了繁榮穩定。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帶領特區政府和社會
各界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
利，落實大量利發展、惠民生的工作。
譚鐵牛希望工商界繼續高舉愛國愛港
偉大旗幟，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
發展利益，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進一步關心青年成長發展，帶
頭參與大灣區及
「一帶一路」
等建設，為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更大貢獻。

■香港工商界同胞慶祝國慶70周年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賓主合照。

潮總宴賀獲勳鄉彥 首長鄉親見證

■潮總宴賀2019年度授勳鄉彥，賓主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繆健詩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詩）香港潮
屬社團總會（潮總）為祝賀今年榮獲特區
政府頒授勳銜的潮籍鄉彥，日前在潮州會
館設宴，並邀得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副局
長陳積志，中聯辦社聯部副巡視員鄭戰良
主禮，為出席的授勳鄉彥頒發祝賀狀。數
十名潮屬社團首長及鄉親出席見證，並送
上熱烈祝賀。
今年榮獲勳銜的潮籍鄉彥共 11 位，還
有 7 位獲委任為太平紳士，當中包括：
獲銅紫荊星章的鄭卓標、丁新豹；獲榮
譽勳章的呂金房、陳正欣；獲行政長官
社區服務獎的羅曉楓、林月萍、陳義
光；獲行政長官公共服務獎的張培仲，

以及太平紳士陳香蓮、陳文洲、張俊
勇、莊健成等。

陳幼南冀獻力家鄉
潮總主席陳幼南表示，香港潮籍人士
遍佈香港的各行各業，且都取得了優異成
績，他們不僅事業有成，同時更熱心貢獻
社會，故每年都有不少鄉彥獲得特區政府
的褒獎，無疑是香港潮人的光榮。
他續說，今年有這麼多潮總首長及會
員能夠獲得榮譽，更是凸顯了該會長期服
務社會、積極參與特區事務的努力，不但
得到市民認同，也為特區政府所肯定。
他同時向大家匯報今年由潮總舉辦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多項大型活動，冀藉此提升潮人在香港的
聲譽和影響，為社會輸送正能量，未來總
會亦將一如既往，為香港社會的繁榮、為
家鄉的發展作出貢獻。

丁新豹盼更多鄉彥獲社會認同
丁新豹代表受賀鄉彥致辭，他說，對
於授勳感到非常光榮，並指今年獲得勳銜
和嘉獎的潮州鄉彥，都反映了潮州人守信
用、勤奮努力的優秀品質，且得到社會的
廣泛肯定。
他同時感謝潮總一直以來對各界潮籍
鄉親的鼎力支持，期望未來有更多潮州鄉
彥得到政府、社會的認同和表彰。
潮總永遠名譽主席蔡衍濤、許學之，
常務副主席莊學海、陳振彬，副主席莊健
成，名譽副主席陳賢豪，名譽顧問胡楚
南、許瑞勤等出席同賀。

港青北上「尋根之旅」夏令營授旗

葵青青年
「一鐵一橋」
赴灣區交流

■香港僑界青少年「中國尋根之旅」於廣西欽州舉行夏令營，早前在港舉行授旗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2019 年香港地區僑
界青少年「中國尋根之旅」夏令營活動日前舉行授
旗儀式。夏令營於 7 月 28 日至 8 月 6 日在廣西欽州
舉行，以「文化、尋根」為主題，以增進海外華裔
青少年對中國國情的認知、對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
的感情認同為主線，增強華裔青少年與祖國感情和
對中華文化的了解。
這次夏令營由中國僑聯主辦，廣西壯族自治區僑
聯和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港僑聯）共同承辦，欽州
市僑聯協辦。
香港團隊全團 42 人，其中 37 名營員是來自 20 多
間本港中學和大專院校，並由 5 名港僑聯會青委任
領隊。中國僑聯委員、港僑聯副會長兼青委會主任
廖宇軒任夏令營團長。
於為期 10 天的營期中，營員們將學習體驗武
術、陶藝、竹編等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專題，實地

遊覽欽州園博園、三娘灣、八寨溝以及五皇山地質
公園等景點，參加具有壯鄉民族特色的互動活動，
聆聽傳統歌謠，感受竹編文化等多姿多彩的活動。
授旗儀式上，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僑聯副主席、
港僑聯會長余國春為「尋根之旅」夏令營香港團隊
授旗。

王欽賢盼同學增對國家認同
港僑聯常務副會長王欽賢致辭，希望同學們借這
次難得機會，認識廣西漢、壯民族歷史文化，了解
國情，增加對國家的認同感；冀同學們此行廣交朋
友，返港後將收穫與身邊人分享，讓尋根之旅成為
愉快之旅、收穫之旅、難忘之旅。
港僑聯常務副會長梁淦基，副會長兼秘書長黃楚
基、陳志煒，以及副秘書長兼青委會常務副主任唐
志華，以及青年委員等出席授旗禮。

臻美畫苑
高 價 誠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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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子京）由葵青發展
義工團主辦、葵青民政
事務處協辦的「葵青青
年一鐵一橋大灣區交流
團」，日前在荔景社區
會堂舉行歡送儀式。超
過 200 名 15 歲至 30 歲
香港葵青區青年赴廣
州、珠海進行交流，進
一步實地了解大灣區。
在兩日一夜行程中，
交流團成員乘搭廣深港
高鐵前往廣州，隨後參
觀廣州、珠海高科技企 ■「葵青青年一鐵一橋大灣區交流團」日前舉行歡送儀式，賓主合照。
她希望，同學以今次交流的親
業，乘搭旅遊巴士經港珠澳大橋 橋」帶來的便利與快捷。通過進
返港，感受「一鐵一橋」的開通 一步實地了解大灣區，有助於促 身經驗，回來與家人、同學及朋
進兩地青年的交流，增強香港青 友分享經驗與感受，期望日後為
為香港居民帶來的便利。
國家和特區政府作出實質的回
年對國家的認識和了解。
王春輝：增港青認識祖國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謝小華讚揚 饋。
葵青區議會主席羅競成、葵青
葵青發展義工團主席暨交流團 交流團是配合大灣區建設的概
團長王春輝表示，通過交流活動 念，讓年輕人實地了解大灣區的 民政事務專員鄭健、交流團副團
長葉長春和黃培賢出席儀式。
可以讓葵青區青年感受「一鐵一 發展機會。

福建商會教育基金董事訪福中三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旅
港福建商會教育基金董事會主席
丁良輝偕榮譽主席林廣兆、林銘
森、駱志鴻和副主席兼福建中學
校監周娟娟，日前率一眾董事參
觀基金會屬下三校 ：福建中學
（小西灣）、觀塘福建中學及福
建中學附屬學校。同時在福建中
學小西灣舉行駱志鴻教學樓命名
揭幕儀式及在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舉行林銘森教學樓、蔡建四室、
蘇千墅室、柯翁秀清室命名揭幕
儀式。
福建中學（小西灣）校長盧曼
華、觀塘福建中學校長吳宏基及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校長徐區懿華
分別介紹該校辦學近況，學生在
校內外獲得的成績，同時感謝校
董會對學校的支持。
旅港福建商會教育基金董事會
副主席楊伯淦、蘇千墅，常務董
事黃楚恆、莊振昌、柯少奇、顏

■賓主為福建中學附屬學校林銘森教學樓命名揭牌。
培增、林潞，董事江全孚、吳龍
文、李婉卿、施文誕、 柯少傑、
高增仁、陳守仁、陳霏、蔡承
偉、 鄭重、鄭亞鵬、江孝燈及嘉
賓柯露絲、張仁明、柯曉泓 、張
安妮 、柯碧絲等參加了活動。眾
人參觀了福建中學三校的辦學設
施，欣賞了學生的古箏、粵劇及
樂隊和單車鐵騎士表演。
成立於 1917 年的旅港福建商會

於 1926 年開辦義學，1941 年香港
淪陷，義學停辦。1945 年香港重
光，商會同人積極申請撥地興建
校舍被拒。直至 1951 年，在第八
屆理事會努力下 ，福建中學誕
生。數十年來，在商會關心支持
下，歷任校長帶領師生員工努力
拚搏，福建中學連年在香港中學
會考取得優異成續，學校也不斷
發展壯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