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貴州聯誼會500人慶國慶

致 意

名 譽 會 長：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葉虎先生
永 遠 會 長：張學明GBM,GBS太平紳士
會 長：大埔民政事務專員陳巧敏太平紳士
副 會 長：大埔民政事務助理專員梁穎然女士 大埔地政專員梁妙燕女士

香港警務處大埔警區指揮官李國忠總警司 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新界東首席廉政教育主任于慧芬女士
社會福利署大埔及北區福利專員任滿河先生 教育局大埔區總學校發展主任黃美賢女士
食物環境衞生署大埔區環境衞生總監黎兆光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大埔區康樂事務經理廖佩嬅女士
運輸署總運輸主任／新界東楊敏菁女士 房屋署高級房屋事務經理/大埔及北區趙謝淑燕女士

顧 問 團：黃容根先生SBS,JP 鄧佩達先生JP 葉天養先生JP 鄺啟濤博士MH 張興來先生MH
溫學濂先生MH 陳育蘭女士 麥南先生 李和順先生 蔡潮元先生
胡觀嬌女士 鄧光榮先生BBS 蕭七妹女士MH 陳 平先生

大埔各界慶祝國
慶籌委會主席：陳觀優先生
主席團執行主席：張國棟先生
主席團副主席：文春輝先生BBS 李細燕女士BBS,JP 陳志超先生MH,JP 何大偉先生MH 張錦如先生MH

李煌添先生MH,JP 鍾偉強先生MH 陳漢明先生 張彥南先生 李翠娟女士
陳佩添先生 蘇志強先生 李愛群女士 吳志明先生 鄭倫光先生
林有蓮女士 葉志良先生 李有來先生 李玉明先生 林 啤先生
吳彩華先生 許洪坤先生 陳舜瑜女士 馮敬斌先生 彭鶴嗚先生

主 席 團 成 員：林惠玲女士JP 朱景玄先生SBS,JP 梁和平先生JP 邱榮光先生JP 陳勇先生BBS,JP
王平雲先生 郭永強先生BBS,JP 林祿榮先生MH 郭志雄先生MH 張碧芳女士MH
黃 旌先生 王庭聰先生JP程練傳先生 盧三勝先生 文暮良先生 鄭志雄先生 黃煌保先生
陳美德先生 陳 蘇先生 文壽強先生 黃漢平先生 孔令文先生 梁啟明先生 李丁才先生
蘇振聲先生 鄧友發先生 鍾志雄先生 潘鏡森先生 李有慶先生 鍾奕明先生 王秋北先生
鄧 龍先生 鍾灶弟先生 蘇馬俊先生 楊國柱先生 黃展茂先生 李志明先生 周國榮先生
陳運福先生 林振邦先生 林道明先生 何萬傑先生 張超平先生 馬家強先生 楊建華先生
周金生先生 陳長有先生 陳志凌先生 夏家興先生 陳天送先生 蔡錦光先生 李兆明先生
麥浩邦先生 張國慧先生 李永強先生 張天存先生 曾琬霖女士 周科舉先生 李奕輝先生
陳國英先生 李國榮先生 梅少鋒先生 孫藹雯女士 秦 嶺先生 巫家雄先生 何志超先生
李灶生先生 林振邦先生 袁善本先生

名 譽 秘 書：黃汝恆女士
秘 書 長：朱景玄先生BBS,JP 副 秘 書 長：溫官球先生 黃進有女士 蔡業邦先生
財 務 主 任：陳舜瑜女士 副財務主任：鍾志雄先生 張國慧先生 丁潔玫女士
總 務 主 任：黃佩芬女士 副總務主任：駱月群先生 林祿榮先生MH 陳長有先生 李少文先生
文 康 主 任：潘慶輝先生MH 副文康主任：郭志雄先生MH 郭永強先生BBS,JP
籌 款 主 任：林 泉先生 副籌款主任：李有慶先生 陳志超先生MH,JP 蔡馬養先生

大埔各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國慶籌備委員會大埔各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國慶籌備委員會

委員名單

大埔各界慶祝國慶籌委會委員贊助名錄（2019）
名稱 金額
秦 嶺 $16,000.00
新界華僑聯會 $10,000.00
大埔鄉事委員會 $10,000.00
西貢北約鄉事委員會 $10,000.00
大埔七約鄉公所 $10,000.00
大埔社團聯誼會 $10,000.00
大埔商會 $10,000.00
大埔各界協會 $10,000.00
香港工商總會大埔分會 $10,000.00
薈賢社 $10,000.00
佛教大光園 $10,000.00
六鄉村公所 $10,000.00
樂群義工團 $10,000.00
大埔林村鄉公所 $10,000.00
大埔體育會 $10,000.00
世界凝望者 $10,000.00
大埔青年協會 $10,000.00
聯益鄉 $10,000.00
大埔區居民聯會 $10,000.00
新界社團聯會大埔地區委員會 $10,000.00
大埔區文藝協進會 $10,000.00
香港深圳坑梓同鄉會 $10,000.00
香港客屬總會 $10,000.00
大埔區婦女聯會 $10,000.00
大埔足球會 $10,000.00
香港潮汕客屬聯誼總會大埔地區委員會 $10,000.00
船灣聯村村公所 $10,000.00

名稱 金額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10,000.00
有心連心敬敬老會(林有蓮) $10,000.00
張國棟 $10,000.00
陳佩添 $10,000.00
蕭七妹 $ 5,000.00
穌振聲 $ 5,000.00
蔡馬養 $ 5,000.00
袁善本 $ 5,000.00
黃煌保 $ 5,000.00
林奕權 $ 3,000.00
陳觀優 $ 3,000.00
鄧 龍 $ 3,000.00
鄭倫光 $ 3,000.00
林 泉 $ 3,000.00
鄭志雄 $ 3,000.00
陳漢明 $ 3,000.00
黃丁祥 $ 3,000.00
中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 3,000.00
中誠盆菜有限公司 $ 3,000.00
大埔舊墟天后宮 $ 2,000.00
社區活動各各管理委員會
徐簡月英 $ 2,000.00
陳運福 $ 2,000.00
李耀斌 $ 2,000.00
楊建華 $ 2,000.00
文春輝 $ 1,000.00
陳笑權 $ 1,000.00

名稱 金額
黃碧嬌 $ 1,000.00
李國英 $ 1,000.00
陳才帶 $ 1,000.00
鄺鍚超 $ 1,000.00
張錦如 $ 1,000.00
文暮良 $ 1,000.00
李灶生 $ 1,000.00
李志明 $ 1,000.00
李有來 $ 1,000.00
譚榮勳 $ 1,000.00
陳國英 $ 1,000.00
蘇志強 $ 1,000.00
中國銀行(香港) $ 1,000.00
新界社團聯會 $ 1,000.00
朱景玄 $ 500.00
譚榮勳 $ 500.00
梁啟明 $ 500.00
李 帶 $ 500.00
溫 嬌 $ 500.00
胡觀嬌 $ 500.00
李茂榮 $ 500.00
陳育蘭 $ 500.00
李 漢 $ 500.00
陳天送 $ 500.00
郭麗金 $ 500.00
王佩蘭 $ 300.00
贊助至25-9-19 $402,800.00

丁潔玫 于慧芬 孔令文 孔志華 文春輝 文貴連 文壽強 文德明 文暮良 方母有 方房喜 方秋萍 方蘇帶 王平雲 王佩蘭 王秋北 王庭聰 丘強輝 古 璞 司徒慧 申肖玲 石三娣 石玉珍 石房四 石建生 石建華
石偉民 石劍雄 石廣燕 任滿河 伍伯祥 伍志華 伍順文 伍瑞濃 朱永松 朱偉強 朱景玄 江國平 何大偉 何永華 何志超 何庚有 何家昌 何偉成 何發怡 何愛芳 何萬有 何萬傑 何萬權 何靜儀 何麗賢 余民治
余玉芝 余佩嫻 余偉明 吳少祺 吳志明 吳玲蘭 吳偉成 吳彩華 吳華娜 吳愛玲 呂妙燕 巫家雄 巫偉文 李 帶 李 漢 李丁才 李丁華 李子華 李少文 李永強 李玉明 吳彩華 何志超 李兆明 李有來 李有慶
李志明 李志華 李灶生 李秀蓮 李和順 李明三 李俊輝 李奕輝 李英發 李茂榮 李桂香 李桂強 李馬田 李國安 李國忠 李國華 李國榮 許洪坤 李淑芬 李細燕 李連英 李富安 李雲開 李愛群 李新禧 李煌添
李翠娟 李錦榮 杜房安 杜達明 阮金好 周 水 周金生 周科舉 周素清 周國榮 周淑英 季寒冰 易新來 林 泳 林 泉 林 啤 林天生 林有蓮 林志祥 林佰敏 林振邦 林海坤 林茜碧 林國強 林梓源 林惠玲
林楚強 林楚鎮 林祿榮 邱仕生 邱民偉 邱榮光 俞有才 俞辛才 姚少薇 姚錦嫦 姜北好 柳明心 洪似波 胡觀嬌 范偉衡 范凱傑 夏家興 孫藹雯 徐月寶 徐志洪 徐俊祥 徐財金 徐馬正 徐潔玲 秦 嶺 翁煌發
袁池基 袁善本 袁葆民 馬秉芬 馬家強 馬淑嫻 張八妹 張天存 張以嵐 張志偉 張志強 張彥南 張浩然 張國棟 張國華 張國慧 張超平 張碧芳 張廣源 張學明 張興來 張錦如 張麗珠 張寶珍 張蘭卿 梁 福
梁正金 梁和平 梁啟明 梁祺祐 梁樹發 梁穎然 梁錦明 梅少峰 莫淑貞 莫惠嫻 郭永強 郭妙新 郭志雄 郭燕蓮 陳 平 陳 有 陳 勇 陳 蘇 陳才帶 陳公秀 陳天有 陳天送 陳少光 陳少強 陳巧敏 陳永盛
陳玉英 陳兆康 陳如威 陳妙正 陳志淩 陳志超 陳沃其 陳灶良 陳秀英 陳秀蓮 陳育蘭 陳佩添 陳官華 陳長有 陳勇昇 陳美德 陳英傑 陳恩達 陳偉奇 陳偉權 陳啟傑 陳國英 陳國華 陳淑嫻 陳惠琼 陳舜瑜
陳閏來 陳祺光 陳運福 陳漢明 陳漢超 陳穎怡 陳錦強 陳觀華 陳觀優 麥 南 麥家銘 麥浩邦 麥偉虹 彭艷雲 曾家求 曾智明 曾琬霖 曾鉅桓 程練傳 馮敬斌 黃 昌 黃 旌 黃 富 黃丁祥 黃元生 黃必文
黃必全 黃汝恆 黃灶生 黃佩芬 黃佩琼 黃金滿 黃美賢 黃容根 黃展茂 黃海恆 黃偉雄 黃彩燕 黃進有 黃煌保 黃漢平 黃潤德 黃霖珍 楊志明 楊建華 楊國柱 楊敏菁 溫 嬌 溫官球 溫幸權 溫翠瑛 溫學濂
葉 虎 葉天養 葉志良 林有蓮 葉錦華 詹玉意 詹偉慶 廖佩嬅 廖恭喜 劉志成 劉偉賢 劉惠蘭 劉貴興 潘慶輝 潘鏡森 潘麗斯 蔡安妮 蔡明忠 蔡明暉 蔡馬養 蔡業邦 蔡潮元 蔡錦光 鄧 龍 鄧友發 鄧光榮
鄧成成 鄧佩達 鄧麗貞 鄭文輝 鄭志雄 鄭俊平 鄭俊和 鄭倫光 鄭煌發 鄭煌興 鄭煥榮 鄭錦洪 黎火帝 黎兆光 盧三勝 蕭七妹 蕭月娥 駱月群 鍾志雄 鍾灶弟 鍾灶樹 鍾奕明 鍾美蘭 鍾偉強 藍潤來 鄺啟濤
鄺錫超 羅計旺 羅紹雄 羅惠貞 羅煥珍 譚麗霞 關志雄 嚴志新 蘇 來 蘇志強 蘇振聲 蘇馬俊 蘇國超 蘇敏儀 釋圓慧 龔華強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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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群英薈萃頌國慶文藝匯演

大埔區粵曲欣賞會

中華薈萃頌國慶文藝匯演

大埔區升旗禮

電影欣賞會－大師兄

中國功夫及太極大匯演

國慶盃乒乓球團體賽

日期及時間

9月28日（星期六）

29-9-2019（星期日）

30-9-2019（星期一）

10月1日（星期二）

10月1日（星期二）

10月1日（星期二）

10月13日（星期日）

地點

富善社區會堂

大埔墟社區中心
一樓禮堂

大埔墟社區中心
一樓禮堂

大埔海濱公園（天幕）

大埔墟社區中心
一樓禮堂

大埔墟體育館7樓

大埔體育館（泳池旁）

統籌團體
七約鄉公所、大埔林村鄉公所、
香港客屬總會新界分會、薈賢社
香港工商總會大埔分會、佛教大光園、
西貢北約鄉事委員會、大埔區居民聯會
統籌團體：船灣聯村村公所、有心連心敬老會、
大埔商會、大埔區文藝協進會
新界華僑聯會、大埔鄉事委員會、聯益鄉、
新界社團聯會大埔地區委員會
大埔各界協會、大埔社團聯誼會、
大埔區婦女聯會、六鄉村公所
世界凝望者、樂群義工團、
香港潮汕客屬聯誼總會大埔地區委員會

大埔體育館、大埔足球會

活動資料

致 意

名 譽 會 長：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葉虎先生
永 遠 會 長：張學明GBM,GBS太平紳士
會 長：大埔民政事務專員陳巧敏太平紳士
副 會 長：大埔民政事務助理專員梁穎然女士 大埔地政專員梁妙燕女士

香港警務處大埔警區指揮官李國忠總警司 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新界東首席廉政教育主任于慧芬女士
社會福利署大埔及北區福利專員任滿河先生 教育局大埔區總學校發展主任黃美賢女士
食物環境衞生署大埔區環境衞生總監黎兆光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大埔區康樂事務經理廖佩嬅女士
運輸署總運輸主任／新界東楊敏菁女士 房屋署高級房屋事務經理/大埔及北區趙謝淑燕女士

顧 問 團：黃容根先生SBS,JP 鄧佩達先生JP 葉天養先生JP 鄺啟濤博士MH 張興來先生MH
溫學濂先生MH 陳育蘭女士 麥南先生 李和順先生 蔡潮元先生
胡觀嬌女士 鄧光榮先生BBS 蕭七妹女士MH 陳 平先生

大埔各界慶祝國
慶籌委會主席：陳觀優先生
主席團執行主席：張國棟先生
主席團副主席：文春輝先生BBS 李細燕女士BBS,JP 陳志超先生MH,JP 何大偉先生MH 張錦如先生MH

李煌添先生MH,JP 鍾偉強先生MH 陳漢明先生 張彥南先生 李翠娟女士
陳佩添先生 蘇志強先生 李愛群女士 吳志明先生 鄭倫光先生
林有蓮女士 葉志良先生 李有來先生 李玉明先生 林 啤先生
吳彩華先生 許洪坤先生 陳舜瑜女士 馮敬斌先生 彭鶴嗚先生

主 席 團 成 員：林惠玲女士JP 朱景玄先生SBS,JP 梁和平先生JP 邱榮光先生JP 陳勇先生BBS,JP
王平雲先生 郭永強先生BBS,JP 林祿榮先生MH 郭志雄先生MH 張碧芳女士MH
黃 旌先生 王庭聰先生JP程練傳先生 盧三勝先生 文暮良先生 鄭志雄先生 黃煌保先生
陳美德先生 陳 蘇先生 文壽強先生 黃漢平先生 孔令文先生 梁啟明先生 李丁才先生
蘇振聲先生 鄧友發先生 鍾志雄先生 潘鏡森先生 李有慶先生 鍾奕明先生 王秋北先生
鄧 龍先生 鍾灶弟先生 蘇馬俊先生 楊國柱先生 黃展茂先生 李志明先生 周國榮先生
陳運福先生 林振邦先生 林道明先生 何萬傑先生 張超平先生 馬家強先生 楊建華先生
周金生先生 陳長有先生 陳志凌先生 夏家興先生 陳天送先生 蔡錦光先生 李兆明先生
麥浩邦先生 張國慧先生 李永強先生 張天存先生 曾琬霖女士 周科舉先生 李奕輝先生
陳國英先生 李國榮先生 梅少鋒先生 孫藹雯女士 秦 嶺先生 巫家雄先生 何志超先生
李灶生先生 林振邦先生 袁善本先生

名 譽 秘 書：黃汝恆女士
秘 書 長：朱景玄先生BBS,JP 副 秘 書 長：溫官球先生 黃進有女士 蔡業邦先生
財 務 主 任：陳舜瑜女士 副財務主任：鍾志雄先生 張國慧先生 丁潔玫女士
總 務 主 任：黃佩芬女士 副總務主任：駱月群先生 林祿榮先生MH 陳長有先生 李少文先生
文 康 主 任：潘慶輝先生MH 副文康主任：郭志雄先生MH 郭永強先生BBS,JP
籌 款 主 任：林 泉先生 副籌款主任：李有慶先生 陳志超先生MH,JP 蔡馬養先生

大埔各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國慶籌備委員會大埔各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國慶籌備委員會

委員名單

大埔各界慶祝國慶籌委會委員贊助名錄（2019）
名稱 金額
秦 嶺 $16,000.00
新界華僑聯會 $10,000.00
大埔鄉事委員會 $10,000.00
西貢北約鄉事委員會 $10,000.00
大埔七約鄉公所 $10,000.00
大埔社團聯誼會 $10,000.00
大埔商會 $10,000.00
大埔各界協會 $10,000.00
香港工商總會大埔分會 $10,000.00
薈賢社 $10,000.00
佛教大光園 $10,000.00
六鄉村公所 $10,000.00
樂群義工團 $10,000.00
大埔林村鄉公所 $10,000.00
大埔體育會 $10,000.00
世界凝望者 $10,000.00
大埔青年協會 $10,000.00
聯益鄉 $10,000.00
大埔區居民聯會 $10,000.00
新界社團聯會大埔地區委員會 $10,000.00
大埔區文藝協進會 $10,000.00
香港深圳坑梓同鄉會 $10,000.00
香港客屬總會 $10,000.00
大埔區婦女聯會 $10,000.00
大埔足球會 $10,000.00
香港潮汕客屬聯誼總會大埔地區委員會 $10,000.00
船灣聯村村公所 $10,000.00

名稱 金額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10,000.00
有心連心敬敬老會(林有蓮) $10,000.00
張國棟 $10,000.00
陳佩添 $10,000.00
蕭七妹 $ 5,000.00
穌振聲 $ 5,000.00
蔡馬養 $ 5,000.00
袁善本 $ 5,000.00
黃煌保 $ 5,000.00
林奕權 $ 3,000.00
陳觀優 $ 3,000.00
鄧 龍 $ 3,000.00
鄭倫光 $ 3,000.00
林 泉 $ 3,000.00
鄭志雄 $ 3,000.00
陳漢明 $ 3,000.00
黃丁祥 $ 3,000.00
中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 3,000.00
中誠盆菜有限公司 $ 3,000.00
大埔舊墟天后宮 $ 2,000.00
社區活動各各管理委員會
徐簡月英 $ 2,000.00
陳運福 $ 2,000.00
李耀斌 $ 2,000.00
楊建華 $ 2,000.00
文春輝 $ 1,000.00
陳笑權 $ 1,000.00

名稱 金額
黃碧嬌 $ 1,000.00
李國英 $ 1,000.00
陳才帶 $ 1,000.00
鄺鍚超 $ 1,000.00
張錦如 $ 1,000.00
文暮良 $ 1,000.00
李灶生 $ 1,000.00
李志明 $ 1,000.00
李有來 $ 1,000.00
譚榮勳 $ 1,000.00
陳國英 $ 1,000.00
蘇志強 $ 1,000.00
中國銀行(香港) $ 1,000.00
新界社團聯會 $ 1,000.00
朱景玄 $ 500.00
譚榮勳 $ 500.00
梁啟明 $ 500.00
李 帶 $ 500.00
溫 嬌 $ 500.00
胡觀嬌 $ 500.00
李茂榮 $ 500.00
陳育蘭 $ 500.00
李 漢 $ 500.00
陳天送 $ 500.00
郭麗金 $ 500.00
王佩蘭 $ 300.00
贊助至25-9-19 $402,800.00

丁潔玫 于慧芬 孔令文 孔志華 文春輝 文貴連 文壽強 文德明 文暮良 方母有 方房喜 方秋萍 方蘇帶 王平雲 王佩蘭 王秋北 王庭聰 丘強輝 古 璞 司徒慧 申肖玲 石三娣 石玉珍 石房四 石建生 石建華
石偉民 石劍雄 石廣燕 任滿河 伍伯祥 伍志華 伍順文 伍瑞濃 朱永松 朱偉強 朱景玄 江國平 何大偉 何永華 何志超 何庚有 何家昌 何偉成 何發怡 何愛芳 何萬有 何萬傑 何萬權 何靜儀 何麗賢 余民治
余玉芝 余佩嫻 余偉明 吳少祺 吳志明 吳玲蘭 吳偉成 吳彩華 吳華娜 吳愛玲 呂妙燕 巫家雄 巫偉文 李 帶 李 漢 李丁才 李丁華 李子華 李少文 李永強 李玉明 吳彩華 何志超 李兆明 李有來 李有慶
李志明 李志華 李灶生 李秀蓮 李和順 李明三 李俊輝 李奕輝 李英發 李茂榮 李桂香 李桂強 李馬田 李國安 李國忠 李國華 李國榮 許洪坤 李淑芬 李細燕 李連英 李富安 李雲開 李愛群 李新禧 李煌添
李翠娟 李錦榮 杜房安 杜達明 阮金好 周 水 周金生 周科舉 周素清 周國榮 周淑英 季寒冰 易新來 林 泳 林 泉 林 啤 林天生 林有蓮 林志祥 林佰敏 林振邦 林海坤 林茜碧 林國強 林梓源 林惠玲
林楚強 林楚鎮 林祿榮 邱仕生 邱民偉 邱榮光 俞有才 俞辛才 姚少薇 姚錦嫦 姜北好 柳明心 洪似波 胡觀嬌 范偉衡 范凱傑 夏家興 孫藹雯 徐月寶 徐志洪 徐俊祥 徐財金 徐馬正 徐潔玲 秦 嶺 翁煌發
袁池基 袁善本 袁葆民 馬秉芬 馬家強 馬淑嫻 張八妹 張天存 張以嵐 張志偉 張志強 張彥南 張浩然 張國棟 張國華 張國慧 張超平 張碧芳 張廣源 張學明 張興來 張錦如 張麗珠 張寶珍 張蘭卿 梁 福
梁正金 梁和平 梁啟明 梁祺祐 梁樹發 梁穎然 梁錦明 梅少峰 莫淑貞 莫惠嫻 郭永強 郭妙新 郭志雄 郭燕蓮 陳 平 陳 有 陳 勇 陳 蘇 陳才帶 陳公秀 陳天有 陳天送 陳少光 陳少強 陳巧敏 陳永盛
陳玉英 陳兆康 陳如威 陳妙正 陳志淩 陳志超 陳沃其 陳灶良 陳秀英 陳秀蓮 陳育蘭 陳佩添 陳官華 陳長有 陳勇昇 陳美德 陳英傑 陳恩達 陳偉奇 陳偉權 陳啟傑 陳國英 陳國華 陳淑嫻 陳惠琼 陳舜瑜
陳閏來 陳祺光 陳運福 陳漢明 陳漢超 陳穎怡 陳錦強 陳觀華 陳觀優 麥 南 麥家銘 麥浩邦 麥偉虹 彭艷雲 曾家求 曾智明 曾琬霖 曾鉅桓 程練傳 馮敬斌 黃 昌 黃 旌 黃 富 黃丁祥 黃元生 黃必文
黃必全 黃汝恆 黃灶生 黃佩芬 黃佩琼 黃金滿 黃美賢 黃容根 黃展茂 黃海恆 黃偉雄 黃彩燕 黃進有 黃煌保 黃漢平 黃潤德 黃霖珍 楊志明 楊建華 楊國柱 楊敏菁 溫 嬌 溫官球 溫幸權 溫翠瑛 溫學濂
葉 虎 葉天養 葉志良 林有蓮 葉錦華 詹玉意 詹偉慶 廖佩嬅 廖恭喜 劉志成 劉偉賢 劉惠蘭 劉貴興 潘慶輝 潘鏡森 潘麗斯 蔡安妮 蔡明忠 蔡明暉 蔡馬養 蔡業邦 蔡潮元 蔡錦光 鄧 龍 鄧友發 鄧光榮
鄧成成 鄧佩達 鄧麗貞 鄭文輝 鄭志雄 鄭俊平 鄭俊和 鄭倫光 鄭煌發 鄭煌興 鄭煥榮 鄭錦洪 黎火帝 黎兆光 盧三勝 蕭七妹 蕭月娥 駱月群 鍾志雄 鍾灶弟 鍾灶樹 鍾奕明 鍾美蘭 鍾偉強 藍潤來 鄺啟濤
鄺錫超 羅計旺 羅紹雄 羅惠貞 羅煥珍 譚麗霞 關志雄 嚴志新 蘇 來 蘇志強 蘇振聲 蘇馬俊 蘇國超 蘇敏儀 釋圓慧 龔華強

編號

1

2

3

4

5

6

7

項目

群英薈萃頌國慶文藝匯演

大埔區粵曲欣賞會

中華薈萃頌國慶文藝匯演

大埔區升旗禮

電影欣賞會－大師兄

中國功夫及太極大匯演

國慶盃乒乓球團體賽

日期及時間

9月28日（星期六）

29-9-2019（星期日）

30-9-2019（星期一）

10月1日（星期二）

10月1日（星期二）

10月1日（星期二）

10月13日（星期日）

地點

富善社區會堂

大埔墟社區中心
一樓禮堂

大埔墟社區中心
一樓禮堂

大埔海濱公園（天幕）

大埔墟社區中心
一樓禮堂

大埔墟體育館7樓

大埔體育館（泳池旁）

統籌團體
七約鄉公所、大埔林村鄉公所、
香港客屬總會新界分會、薈賢社
香港工商總會大埔分會、佛教大光園、
西貢北約鄉事委員會、大埔區居民聯會
統籌團體：船灣聯村村公所、有心連心敬老會、
大埔商會、大埔區文藝協進會
新界華僑聯會、大埔鄉事委員會、聯益鄉、
新界社團聯會大埔地區委員會
大埔各界協會、大埔社團聯誼會、
大埔區婦女聯會、六鄉村公所
世界凝望者、樂群義工團、
香港潮汕客屬聯誼總會大埔地區委員會

大埔體育館、大埔足球會

活動資料

2019年9月25日（星期三）

20192019年年99月月2525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19年9月25日（星期三）

■責任編輯：陳啟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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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700湘親 共賀祖國華誕
梁振英：續發揮國際脈絡「香港所長」助力湘企走向世界

梁振英在致辭時表示，香港與湖南同處
泛珠三⻆區域，兩地互補性強、合作

空間大，香港的金融、貿易、航運等正向
着高端方向發展，將繼續發揮廣泛的國際
脈絡等「香港所長」，結合湖南的創新力
量，助力湘地企業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他希望兩地加強經貿文化交流，探索新
的合作方式。

黃蘭香：抓「帶路」機遇再創輝煌
黃蘭香說，在港湘籍人士一直為改善社
會氛圍、弘揚正能量作出了積極貢獻，立
場堅定、旗幟鮮明地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為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貢獻力量。
她相信兩地將把握好「一帶一路」和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歷史機遇，再創新輝
煌。

周群飛：止暴制亂讓港回正軌

香港湖南聯誼總會會長周群飛表示，該
會自2016年成立以來，一直秉持愛國、愛
港、愛湘的宗旨，推動兩地文化交流，團
結愛國愛港力量為建設香港發聲，亦組織
本港企業家、青年赴湘參觀，協助湖南企

業在港招商引資。
她表示，總會未來將繼續積極舉辦、參

與各類慈善活動，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止暴制亂，讓香港社會恢復
秩序、重回正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

湖南聯誼總會日前舉辦慶祝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暨第二屆理事

會就職典禮。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

英，中聯辦副主任何靖，外交部駐

港副特派員趙建凱，湖南省委常

委、統戰部部長黃蘭香等出席主

禮，與700名湘港兩地各界人士共

賀祖國70周年華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貴州聯
誼會日前隆重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周年、聯誼會第十三屆理監事暨黔青會就
職典禮。中聯辦副主任何靖，特區政府民政
事務局副局長陳積志，貴州省委統戰部副部
長王茂愛等共同主禮。該會會長鄧小宙等理
監事和鄉親會員、社會知名人士、友好社團
代表超過500人聚首一堂，共同慶賀。

何靖盼弘愛國愛港力量

何靖致辭說，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們
國家由積貧積弱走向富強，創造了人類歷史
上的一個奇跡，這是每一個中華兒女引以為
傲的事情，「所以我們說愛國是天經地義
的，愛國也是沒有理由的，我們要理直氣壯
地唱國歌、說我是中國人、為祖國點讚。」
他希望香港愛國愛港力量的正能量得到進一
步發揚光大，大家為祖國、為香港而共同努
力。

王茂愛勉為貴港加油
王茂愛介紹了貴州目前的整體經濟發展，

感謝所有關心支持貴州發展的鄉親。他希望
大家謹記團結穩定很重要，這也是貴州這些

年能夠迅速發展並超過5個省市的結果，鼓
勵大家講好貴州故事，講好團結的故事，共
同攜手為香港加油、為貴州加油。

鄧小宙：發揮愛港正能量
鄧小宙表示，貴州聯誼會作為愛國愛港社

團，積極參與香港社會事務，全力支持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維護「一國兩制」；同時舉
辦多項不同範疇的活動，群策群力，支持協
助推動社會事務，發揮愛國愛港的正能量。
他相信在中央的堅強領導和大力支持下，廣
大香港同胞團結一致，牢記使命，砥礪前
行，「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一定能
夠行穩致遠。

據中聯辦網訊，香港珠海社
團總會日前舉行慶祝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70周年暨香港珠

海社團總會9周年會慶活動。中聯辦副主任何靖，珠海市委書記、珠海市人大
主任郭永航，以及香港各界人士和珠海籍在港鄉親近900人參加了活動。香港
珠海社團總會於2010年9月成立，現有10個團體屬會，現任會長由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鄺美雲擔任。

珠 總 賀 國海 社 慶

■香港貴州聯誼會舉行慶祝國慶晚宴，賓主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湖南聯誼總會舉辦慶祝國慶暨第二屆理事會就職典禮，賓主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