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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會主席鄭翔玲、會長施榮懷在致辭
時，均對近期有組織、有預謀、有目

的的暴力衝擊和騷亂，特別是有暴徒圍堵中
央駐港機構，塗污國徽， 噴寫侮辱中國人
民字句，公然挑戰中央人民政府權威之行
為，予以強烈的譴責，要求警方嚴正執法，
及早將違法分子繩之以法。

鄭翔玲促警嚴懲暴徒
鄭翔玲致辭時表示，香港的命運與祖國發
展息息相關，「一國兩制」是解決歷史遺留
的香港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回歸後保

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聯誼會將
繼續堅定支持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
政，堅定支持「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為促
進國家繁榮富強、香港和諧穩定作出更大貢
獻。
鄭翔玲說，對近期社會上愈演愈烈的有組

織、有預謀、有目的的暴力衝擊和騷亂表示

痛心，並予以強烈譴責，她要求警方採取斷
然舉措，嚴懲暴徒。
施榮懷致辭時表示，聯誼會以「服務國

家、服務香港、服務委員」為宗旨，繼續推
動會務蓬勃發展。在發展香港青年工作方
面，該會屬會—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已經發
展成為香港青年社團中的一面旗幟，為社會

不斷輸入正能量。

施榮懷譴責暴徒塗污國徽
施榮懷也對7月21日晚上一批暴徒藉反修

例遊行之機，罔顧法治，圍堵中央駐港機
構，塗污國徽， 噴寫侮辱國家人民字句，
公然挑戰中央人民政府權威之行為予以強烈

譴責，要求警方嚴正執法，及早將違法分子
繩之以法。
該會常務副會長余鵬春、李德麟、張學

修，副會長王少華、王嘉恩、吳輝體、李耀
新、林潞、施榮恆、徐莉、馬忠禮、馬浩
文、張心瑜、莊哲猛、蔡榮星，秘書長英
煒，司庫陳端亮等出席同慶。

港區省級政協聯宴賀成立13載
譚鐵牛黃蘭發楊義瑞鄭國躍梁君彥吳煒等主禮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子京）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

誼會日前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70周年暨聯誼會成立13周年

會慶酒會。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黃

蘭發，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楊義

瑞，駐港部隊副司令員鄭國躍，立

法會主席梁君彥，國務院港澳辦交

流司司長吳煒，中華海外聯誼會副

秘書長仇昱，特區政府署理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陳帥夫，中聯辦協

調部部長朱文等出席主禮。近500

位會員及各界人士同申慶賀。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福
建省澳區政協委員聯誼會日前舉辦薪
火相傳尋根團活動，組織澳門閩籍青
少年一行70人齊赴福建寧德市展開參
訪行程。其間，尋根團團員與福建省
委統戰部領導、寧德市領導等座談交
流，共敘情誼、共謀發展。

林鴻：寧德為僑胞投資供機遇
寧德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林鴻表

示，希望此次觀光訪問能讓訪問團成
員進一步增強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和
對祖國、家鄉的歸屬感。

林鴻並指，寧德正迎來大有可為、
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和黃金發展
期，這也為廣大港澳台同胞、海外僑
胞投資興業、施展才華、實現理想提
供了廣闊的舞台和新的機遇。
林鴻希望大家發揮自身優勢、牽線

搭橋，帶動更多海內外客商、社會各
界朋友來寧德參觀訪問、投資創業。

張宗真盼更識更愛家鄉
尋根團團長張宗真盛讚寧德發展的

成就，希望團員結合參觀訪問，認真
學習，增進對家鄉的認識和熱愛。

團員觀展覽 證寧德脫貧成果
在寧德期間，尋根團一行參觀寧德

擺脫貧困主題展覽，為寧德市的扶貧
成就感到振奮；並赴蕉城區、屏南
縣、霞浦縣和福鼎市訪問交流，包括
前往屏南縣著名的「親水天堂」白水
洋，享受淺灘戲水之樂；再遊覽福鼎
市著名景點太姥山後，於25日結束為
期3天的尋根之旅。
祖籍福鼎市的陳思琪說，每年她都

有回來一兩次，感覺城市建設愈來愈
好，景觀、綠化也很不錯。

閩澳區政協聯率青年北上尋根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出入口
商會榮譽會長、港區省級政協委員
聯誼會常務副會長張學修，今年獲
特區政府頒授銅紫荊星章，以嘉許
他為香港社會以及進出口業界作出
的貢獻。張學修日前接受香港文匯
報．人民政協專刊訪問時表示，獲
特區政府的嘉許讓他欣喜萬分，並

特此感謝特區政府的關心和支持。
他認為獲得嘉許是鼓勵，更是責任，未
來定將不斷努力，以實際行動服務社會，
為香港美好未來貢獻新的力量。
張學修於訪問中說：「獲特區政府頒發
銅紫荊星章，是榮耀，更是責任，是社會
對我的期望，也是我不斷向前的使命。」
他指出，榮獲銅紫荊星章是服務社會的新
開始，也將開啟社會服務新篇章，無論是
現時取得的成績，或是未來的服務方向，
都必須以為社會帶來積極影響作為重要指
標，讓各項社會事務，能適切地幫助有需
要的人。
張學修服務香港的心，主要源於對社會

事務的熱誠，在事業成功之餘，不忘回饋
社會。
回顧過去，張學修主要透過各大地區團

體，參與投入各類社會服務，支持社會事務
發展，當中包括於2004年至2006年，連續
三年贊助工聯會舉辦「獨居長者春節晚宴」，
以及2012年至2019年，連續7年贊助旺角
街坊福利會舉辦「大角咀廟會」活動等。
他更積極推動各類型節慶活動，包括贊

助香港海南商會於2011年的春節煙花匯
演、贊助香港海南商會與香港中華出入口
商會舉辦2013年的春節煙花匯演，以及贊
助海南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於2016年國
慶67周年煙花匯演，每場煙花匯演活動均
出任籌委會主席，以實際行動，親力親為
統籌落實各項準備工作。
張學修早於2010年獲得特區政府榮譽勳

章，2013年獲太平紳士稱號，為本年度獲
頒銅紫荊星章奠定堅實基礎，也為他的社
會工作累積不少經驗。

貼地服務基層 了解市民所需

他續說，「參與社會事務的理念主要源
於貼近社會、貼近基層、貼近市民的宗
旨，透過地區團體加深與市民的聯繫，了
解市民真實所需，從而推出真正緊貼市民
所需、回應市民所想的公益項目。」
張學修分享指，多年服務社區的經驗告

訴他，所有社會服務都要貼合實際，才能
切切實實為市民做實事，必須時刻緊貼社
會，從地區工作、基層工作等做起，才能
為所作的一切社會事務注入新的意義，切
實為社會作出貢獻。

盼各界團結建美好香港
對於未來，張學修表示，定當積極帶領

社會各界，繼續積極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積極配合特區政
府各項施政方針，帶動業界向前發展，同
時也希望社會各界團結一致，維護香港的
和諧穩定，讓各類大小政策、惠民措施能
在安定的環境下得以推進，真正惠及民
生，共建美好香港。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子京

張學修：服務社會 獻力香江
除了地區事務外，

張學修亦十分注重社
會公益慈善活動，積
極帶領各界友好參與
香港社會及社區事

務，如香港公益金籌款，仁濟醫
院慈善活動，以及慶祝香港回歸
周年系列活動等。青年工作方
面，亦積極配合特區政府民政事
務局支持青年的創業行動，推動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設立「青年
創業配對基金」，支持青年（35
歲以下）初創新企業。
作為商界傑出代表，張學修積極

為進出口業界發展貢獻力量，在出
任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期間，
積極推動「香港進出口貿易大獎」
持續發展、推動「中出論壇」持續
舉辦，推動內地來港的招商引資活
動，關注和支持特區政府在中美貿
易摩擦的應對應變措施安排等，以
多年在商界累積的經驗，以及在行
業內的專業知識和實力，推動業界
不斷向前發展。

透過互動為業界注新動力
對此，張學修分享指，「進出口
貿易、經貿發展是本人的強項，這
也為我服務業界帶來啟發，希望能
憑藉自身在業界的影響力，發動業
界友好一同參與活動，透過多種互
動模式，為業界發展注入新動
力。」
多年來深耕社會的經驗，為張學

修帶來寶貴的社會服務經驗，亦結
下了豐碩的果實。「能獲得今天的
榮耀，實是離不開大家的支持，離
不開社會的支持，這不單單是我一
人的榮耀，也是大家的榮耀，很感
謝大家搭建這一平台，讓我展現才
能，貢獻社會。」
對於未來，張學修表示，將積極

繼續服務社會，推動業界發展，主
動承擔更多責任，為香港作出更積
極的貢獻。

續為灣區「帶路」獻力
談到未來發展，張學修認為首先

要做到的是立足香港、服務香港，
從而繼續關注社會發展，支持地區
工作。
對於經濟民生方面，他希望能

在穩定社會，繁榮發展的前提
下，進一步推動進出口業界的發
展，當中包括繼續關注、支持粵
港澳大灣區及「一帶一路」的建
設，透過海上絲綢之路協會、粵
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等社團，
緊跟最新發展動態，透過各項活
動，參與到國家新一輪建設發展
中，為粵港澳大灣區及「一帶一
路」建設貢獻力量。

組青北上交流 推兩地發展
此外，青年工作也是未來社會事

務發展的重要方向，當中青年教育
尤為重要。
張學修希望能透過各種不同團

體，組織青年到內地參觀交流，為
兩地青年搭建相互了解的平台，重
點支持青年參與各類了解內地的項
目，推進兩地共同發展，讓兩地青
年共同成長，為青年日後的事業發
展規劃帶來指引。
地區工作方面，張學修認為要繼

續做好地區扶貧工作，加強與地區
人士的互動，積極關心長者，了
解、貼近基層人士生活狀況，透過
具互動性、關愛感的活動形式，深
入社區，切切實實地幫助有需要的
人，讓關愛之情滿載社區，為社會
注入正能量。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子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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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澳門粵協之友
聯誼會一行三十多人，於7月27日至30日赴潮汕
三市交流訪問。團長李子豐表示，聯誼會一行以
書畫雅集為媒，加深與各地的交流，增進友誼，
並透露9月份將出版紀念澳門回歸20周年特刊，
期望未來繼續發揮政協委員餘熱，為社會服務。
聯誼會一行於27日抵達首站汕頭，獲汕頭市委
統戰部、市僑聯和市書畫家協會、市書協熱情接
待，與汕頭市美術家協會和書協人士共同潑墨揮
毫，筆墨傳情，期望今後加強交流，增進友誼。
團員隨後也赴潮州參觀饒宗頤學術館、湘子橋

等，了解潮州文化歷史，以及到訪揭陽，其間也
到訪當地民營養老服務機構，向長者敬贈慰問品
和慰問金。

李子豐說，粵協之友成立十多年來，多次到訪
潮汕，感受到當地文化藝術氛圍濃烈和市民的熱情
好客。粵協之友以愛國愛澳愛家鄉為宗旨，多年來
得到澳門中聯辦、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大力支持。
近年粵協之友以書畫為媒到內地交流，加深了解廣
東，增進與各地的友誼。
他總結此行非常成功，指今年是澳門回歸20周

年，粵協之友聯誼會特別組團到訪潮汕三市，看到
潮汕三市經濟發展不斷進步，令人欣慰。他又表
示，除了書畫交流展覽外，粵協之友聯誼會將於
9月份出版紀念特刊，有書畫、文章和澳門社會
各界的題辭，他們希望繼續努力，發揮政協委員
的餘熱，廣交朋友，為社會服務，為澳門多辦好
事。

澳門粵協之友組團訪潮汕

▲張學修為香港社會及進出口業
界作出貢獻，獲今年特區政府頒
授銅紫荊星章。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暨聯誼會成立13周年會慶酒會，賓主祝酒。

▶張學修早年出任中出商會會長
期間，積極推動持續舉辦「中出
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