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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青論壇聚港青實踐志願精神
余國春黃楚基等主禮 胡曉明謝國樑等任主講嘉賓

南區工商聯新一屆會董局就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蕊）香港南區工
商業聯合總會日前舉行第五屆會董局就職典
禮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晚會，
吳承海續任主席。他表示，希望未來可以為
各成員及香港青年提供更多發展平台，並竭
盡所能做好會務工作，帶領總會再創輝煌。
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部長劉林，佛山市委常
委、統戰部部長李政華，特區政府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副局長陳浩濂，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王
秀慧，大會主席陳韶軒，立法會議員郭偉強、
邵家輝、柯創盛、姚思榮等出席主禮。
吳承海在活動中回顧過去兩年的工作。他

表示，兩年前從創會永遠榮譽主席廖漢輝手
裡接過主席一職，一直本着處事公平公正、
做事透明、凡事以總會作為中心點，平衡大
家的利益，盡量滿足各自的需求為核心。
他續說，兩年前自己提出兩個工作重點，
其中一點是內部架構的重整，讓主席團分享
更多的權利和義務，期待今年能再接再厲，
做好這部分工作。另外是關於會務發展，包
括地區方面，除秉承過往一貫傳統，為區內

長者免費提供身體檢查及義診、贊助「端午
節龍舟工商盃」，支持及參與不同團體舉辦
的愛國愛港活動，更主辦或協辦不同形式的
音樂文化演出， 為年輕人提供更多的文娛
康樂活動。

陳浩濂盼速恢復平靜
陳浩濂致辭指，南區工商業聯合總會促進

了工商界的團結互助，並且參與經濟事務，
為香港作出傑出貢獻。其後，他分析香港作
為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經歷了半年的社會
動盪，令到中小企業經濟受到衝擊，相信新
一輪經濟紓緩措施可助不同行業支撐經濟。
他又希望大家以開放的態度，共商、共議

解決社會問題，重建市民對政府的信任，使
香港盡快恢復平靜。

■香港南區工商業聯合總會第五屆會董局就職典禮暨慶祝國慶晚會，賓主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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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主禮嘉賓包括全國政協常委、中國
僑聯副主席余國春，香港僑界社團聯

會會長黃楚基，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張強，
中國僑聯青年委員會副會長劉瑾等。全國人
大代表胡曉明，中銀香港經濟及政策研究主
管謝國樑，香港海外學人聯合會秘書長、華
潤集團大灣區辦公室主任李浩然，安永會計
師事務所稅務合夥人范家珩擔任此次論壇的
主講嘉賓。

張強籲港青為灣區建設獻策
張強表示，此次活動包括17個來自澳

門、內地、香港的青年團體共同參與，十分
具有前瞻意義。他提到，大灣區是重要的國
家發展戰略，近日又有16項惠港新政策出
台，加速破除了兩地壁壘，為港人帶來實實
在在的便利，其中包括今後香港市民在大灣
區購買住房享有與內地居民同等待遇，豁免
工作、納稅證明各項限制條件；允許大灣區
內港資醫療機構，使用已在香港註冊的藥物
和醫療儀器等。
同時，他希望香港年輕人能夠積極融入大
灣區，在建設中負起責任，充當城市群的主

角，同時，也呼籲香港年輕人對大灣區建設
能夠積極建言獻策。他提到，只要大家以開
放的姿態融入大灣區，一定會收穫滿滿。

黃楚基：團結各界挺依法施政
黃楚基表示，此次活動是貫徹上個月在北

京召開的中國僑聯青年委員會第四次委員大
會的一項具體行動。中國僑聯主席萬立駿在
這次大會上發表了題為《建功新時代 勇做
追夢人》的講話，希望青年委員在新時代展
現新風采，在組織動員僑界青年、奉獻回饋
社會、建設和諧僑社等方面擔當表率。
他續說，在「止暴制亂、恢復秩序」的迫
切任務下，希望通過此次活動，僑界和香港
各界青年可以繼續高舉愛國愛港旗幟，團結
香港社會各界，堅定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
他提出，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有着
許多有利發展條件和獨特競爭優勢。各界青
年應把握共建「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等重大機遇，着眼國家所需、發揮香港
所長，在發展個人事業，成就夢想的同時，
服務香港社會，回饋社會。
論壇期間，胡曉明以「擔當青年責任與社
會共成長」為主題展開演講，呼籲當代僑界

青年努力弘揚中國文化，勇於擔當責任，與
社會共成長。
謝國樑則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進展

及香港青年一代的機遇」為主題，暢敘「一
帶一路」發展進程遇到的機遇與挑戰，以及
港人身處國際平台所擁有的優勢。

論壇當日還舉辦香港僑社志願者啟動禮，
凝聚各界青年，服務社會，展現僑界青年新
時代風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蕊）由中

國僑聯青年委員會、香港僑界社團

聯會青年委員會與香港海外學人聯

合會聯合舉辦的「2019僑青論壇暨

香港僑社志願者啟動禮」日前舉

行。論壇以「築夢新時代 服務饋社

會」為主題，旨在凝聚各界青年，

共同踐行志願精神，積極融入國家

建設，服務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蕊）為慶祝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由香港中華總商會
舉辦，民政事務局、香港中華攝影學會協辦
的「國慶70載 我家．我國」攝影比賽頒獎
禮日前假中總禮堂舉行。《繪畫中國夢》、
《香港道地的風土民情》、《中國女排到港
作賽》入圍前三甲。主辦方表示，參賽作品
不但反映追求中國夢的熱誠，同時亦體現家
國情懷、族群和諧共融的一面。
是次攝影比賽參賽者眾多，共收到超過
1,000張參賽作品。參賽者透過鏡頭表達家
國情懷，並展現香港與祖國緊密聯繫、和諧
共融的一面，為國慶70周年這個大喜日子增
添色彩。
經過多輪篩選，《繪畫中國夢》、《香港
道地的風土民情》、《中國女排到港作賽》
分別獲得冠、亞、季軍，包括《一橋相通心
連心》、《香港．多元文化》等10幅作品則

獲優異獎。
中總副會長陳仲

尼，香港中華攝影學
會永遠名譽會長吳連
城、名譽會長謝衍
澤、名譽會長兼副會
長吳民權、名譽會長
丘志明出席主禮並為
獲獎者頒獎。
吳連城表示，是次
參賽作品題材廣泛，
作品涵蓋內地及本港
的不同慶典活動、人
物故事及建設成就，不但反映追求中國夢的
熱誠，同時亦體現家國情懷、族群和諧共融
的一面。各位評審要從芸芸優秀作品中挑選
出最頂尖之作，亦費煞了一番思量。
他續說，受近期社會暴力事件影響，攝影

變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香港需要一個穩定
的環境，希望大家一同努力，傳遞正能量。
獲獎名單及作品，可於中總網站www.
cgcc.org.hk/2019photo/result.html及香港中
華攝影學會網站www.cpahk.net查看。

中總「國慶我家．我國」攝影賽頒獎

■中總舉行「國慶70載我家．我國」攝影比賽頒獎禮，賓主合影。

■「2019僑青論壇暨香港僑社志願者啟動禮」日前舉行，賓主合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詩）香港紫荊
社、春蕾計劃基金主辦的「恒愛行動」昨日
在維園工展會內舉行啟動儀式。今年活動主
題為「關愛社會」，主辦單位將發動一眾義
工團體、愛心企業員工親手編織愛心毛衣和
頸巾，經收集後再捐贈予香港的弱勢社群，
為他們在寒冬中送上一份暖意。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特區政府勞工及福
利局副局長徐英偉，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
長吳宏斌，副會長兼展覽服務有限公司主席
徐晉暉，「恒愛行動」籌委會主席黃祉穎，
「恒愛行動」大使呂珊等出席。

周潔冰：弘正能量促共融
香港紫荊社主席及春蕾計劃基金主席周潔
冰在儀式上表示，「恒愛行動」今年已踏入
第十一屆，多年來她一直見證着香港與內地
人士共同以行動編織愛心，凝聚關愛互助文
化，意義非常，冀未來能繼續加強兩地交
流，一同發展公益事業。

她並希望行動能鼓勵更多善心者，關注孤
殘兒童及弱勢社群，更歡迎大家踴躍參與，
傳揚正能量，推動建設共融關愛的社會。

譚耀宗：關懷社會要延續
譚耀宗讚揚周潔冰多年來一直為市民服

務，更凝聚熱心義工一同出錢出力為社會服
務，今次活動就為長者及弱勢社群帶來溫
暖，十分難得。
他又認為，人與人之間一直需要互相關

懷，這亦是香港的一大特點，因此不管當下

局勢如何，這種精神亦要延續下去。
徐英偉亦表示，是次活動反映了香港人的
愛心以及對社會的關懷，而最近的社會氣氛
正正需要這股正能量，故呼籲大家在社區組
織更多人一起參與，將開心的能量帶到香港
的每個角落。
據介紹，「恒愛行動」是由中國兒童少年
基金會和恒源祥集團共同主辦的一項針對中
國孤殘兒童的公益慈善行動。由內地及港澳
台地區人士一同參與，而單計香港地區，多
年來已收集到超過95萬件毛衣和頸巾。

「恒愛行動」愛心毛衣頸巾送暖

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日前應
中華企業家協會邀請赴會參與座

談，分享香港發展前景。中華企業家協會主席葉禮德，創會主席周振基，第一
副主席譚國翹，第二副主席鄭發丁，第三副主席楊偉誠，前主席鄒燦林出席座
談。周振基指，相信特區政府一定能夠與市民一心一德，共同努力，一路播
種，一路開花，把香港建設得更繁榮昌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婦女委員
會（婦委）今年成立25周年的
重要里程，婦委會日前舉行誌
慶晚宴，與社會各界一同分享
這份喜悅。
廠商會婦女委員會主席李阮

錦鑾致辭時表示，女性作為社
會重要的持份者，對社會建設
以至經濟發展都有着不可或缺
的位置，隨着社會的轉變，女
性的貢獻已不局限於家庭，很
多女性更在工商界擔任要職，

甚至創業，成為新一代事業女性。未來
婦委將繼續發揮橋樑角色，凝聚工商界
婦女的力量，推動女性的發展。

吳宏斌籲打造性別平等社會
廠商會會長吳宏斌感謝婦委多年來為

商界婦女所作出的貢獻。
他說，婦委除了鼓勵和組織工商界女

性參與社會及慈善工作，推動商界履行
企業社會責任，亦十分關注女性的權
益，讓她們能有平等的機會發揮潛能，
貢獻經濟。他呼籲官、商、民三界加強
合作，以打造一個性別平等、和諧穩定
的社會。
為慶祝成立25周年，婦委今年舉行了

一連串誌慶活動，當中包括委託香港恒
生大學進行「2019工商界婦女在社會及
家庭中角色」的研究。
婦委首任暨榮譽主席陳小玲總結調查

結果時指，希望社會各界可深入探討家
庭崗位性別平等、年輕管理層的工作及
生活處境。
廠商會立法會代表吳永嘉議員、第一

副會長史立德、副會長暨婦女委員會顧
問吳清煥、副會長黃震、盧金榮、行政
總裁楊立門、名譽會長暨婦女委員會顧
問徐炳光、名譽會長戴澤良，婦委名譽
主席冼婁文英、趙鍾月攌，以及陳陳燕
兒等出席同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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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子京）
廠商會日前舉行
會董晚宴，邀得
特區政府民政事
務局局長劉江華
擔任主講嘉賓，
與工商界人士就
青年、體育發展
及文化藝術等議題交流。
劉江華表示，青年發展方面，特區政

府除積極為青年拓展交流及實習的機
會，亦推出「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
助計劃」，以資金配對形式與非政府機
構合作，搭建營商平台，為有意到大灣
區內地城市發展的年輕人提供資金及創
業輔導等支援服務，協助他們創業。
體育發展方面，他指出，特區政府會投

放更多資源推動「普及體育」，同時加強
支援精英運動員，為即將舉辦的東京奧運

作好準備。至於文化藝術發展，政府已投
放額外資源，支持本地藝術家和藝團在
大灣區和世界不同地方演出及進行文化
交流。他鼓勵工商界與政府攜手，共同推
動香港的體育及文化藝術發展。
廠商會會長吳宏斌表示，廠商會一向

重視人才培育，除了透過發放獎學金和
向各大專院校作出捐款外，亦致力為年
輕人提供不同職場訓練的機會，希望能
好好裝備年輕人，讓他們更了解工作需
要，為日後的職場生涯作好準備。

劉江華赴廠商會交流青年發展

■賓主為
「2019-20
20 恒愛行
動」主持啟
動禮。

■廠商會邀請劉江華與工商界探討青年、體育及文化藝術發展。

■廠商會婦
女委員會舉
行 25 周年
誌慶晚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