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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蕊）香港
山東各級政協委員聯誼總會昨晚隆
重舉行第三屆理監事就職典禮暨聯
歡晚會。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
副主任黃蘭發，中聯辦副主任譚鐵
牛，山東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張

山東各級政協聯理監事就職
張建宗黃蘭發譚鐵牛張江汀等主禮 朱新勝膺會長

江汀，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宋如安
等共同主禮。朱新勝膺新一屆理事
會會長，朱銘泉連任監事會主席，
並在眾人見證下宣誓就職，全場舉
杯同賀，氣氛熱烈。

出席嘉賓還包括中央統戰部一級巡視
員、中華海外聯誼會副秘書長覃菊

華，中聯辦協調部部長朱文，全國政協常
委、中國僑聯副主席余國春，全國政協社會
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邱
達昌，山東省台港澳辦主任劉淵，山東省政
協副秘書長錢煥濤，華魯控股集團董事長樊
軍，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前中銀香港副
董事長岳毅，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大公文匯
集團董事長姜在忠，全國政協委員、華彬集
團董事長嚴彬等。

張建宗：用好「帶路」助魯企走出去
張建宗在典禮上致辭時表示，香港是山東
最大的外商投資聚集地，魯港兩地交流也非常
頻繁，山東人世世代代來到香港，憑藉自身的
努力，在各行各業都有出色成績，也是推動社
會發展，維持香港安定繁榮的重要角色。
他續說，希望香港及山東等地能夠繼續加

■香港山東各級政協委員聯誼總會第三屆理監事就職暨聯歡晚會，賓主合照。
強合作，積極把握「一帶一路」戰略及粵港
澳大灣區帶來的空前機遇，利用產業結構的
調整和升級，借助香港這個國際平台，推動
更多山東企業走出去。

朱新勝：推動兩地融合交流
朱新勝指出，香港是順應潮流、融合東

西方文化的璀璨明珠，齊魯兒女一代代來
到香港打拚，尤其是現在的年輕一代，更
是群星璀璨，僅香港山東商會聯合總會就
有博士近 400 人，明日之星正從他們當中
冉冉升起。
他續說，作為新一屆理事會會長，將肩負
港魯兩地發展的重要職責，秉持辦會宗旨，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斷推動山東鄉親和香港各界深入融合交流。

朱銘泉：團結愛國愛港力量
朱銘泉表示，聯誼會成立以來始終肩負着
為魯港兩地企業合作牽線橋樑作用，同時積
極參政議政，努力建言獻策，推動山東經濟
發展。在香港，始終堅定不移地擁護「一國

兩制」，堅決支持特區政府及行政長官依法
施政，積極團結山東省及各區愛國愛港力
量，特別在事關香港前途的重大問題上旗幟
鮮明。尤其是香港半年來的社會事件，該會
積極組織參與反暴力撐警大行動等。
典禮上還舉行了惠及高校學子的「泰山學
子基金」捐贈儀式。

濟南鄉會周年慶暨青年分會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濟
南同鄉會周年慶 迎新春
暨青年分會成立典禮前日
在港舉行，全國政協港澳
台僑委員會副主任黃蘭
發、中聯辦副主任楊建平
等主禮。來自香港、山東
各界的愛國愛港人士近
300 人齊聚一堂，奏響泉
韻，匯聚泉魂，共話祖國
強盛夢想，同繪香港美好
明天。
當日出席的主禮嘉賓尚
有中國太平保險集團總經
理王思東，外交公署參贊 ■香港濟南同鄉會周年慶 迎新春暨青年分會成立典禮，賓主合照。
王擁華又指，青年分會的成立，為同
楊嫻，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大公文匯傳媒 氣象，將繼續團結帶領香港濟南同鄉會同
集團董事長姜在忠，全國政協委員、香港 仁努力奔跑，奮力追夢，共同描繪更加美 鄉會注入了新的活力。希望青年分會團
結凝聚更多香港青年，進一步把愛國愛
山東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朱銘泉，華 好的新藍圖。
姜在忠、王擁華依次應邀致辭，充分肯 港愛鄉的傳統發揚好，把濟港情誼傳承
魯控股集團董事長樊軍，濟南市委常委、
定同鄉會工作並提出新希望。
好，把交流合作事業延續好，以青春之
統戰部部長王擁華等。
王擁華表示，濟南同鄉會秉承愛國、愛 我、奮鬥之我，為香港的繁榮穩定保駕
林東明：團結鄉親共繪新藍圖 港、愛鄉的宗旨，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 護航，為民族復興鋪路架橋，為祖國建
香港濟南同鄉會會長林東明致辭表示， 制」方針和基本法，團結帶領廣大旅港鄉 設添磚加瓦。
典禮上播放了來自省內不同城市在港學
同鄉會始終秉持「團結立會、服務興會、 親旗幟鮮明抵制暴力，大力推進濟港全方
精心聯誼、聚力共贏」的辦會理念，廣泛 位交流合作，為促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和 生錄製的視頻，體現了山東籍在港學子的
風範。當晚還為同鄉會增選名譽顧問、名
團結在港同鄉，充分發揮同鄉會職能作 濟南高質量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譽會長、副秘書長、理事團隊及青年會骨
用，贏得了社會各界的一致好評。
王擁華：凝聚港青弘愛國愛港 幹頒發了聘書。
他希望新的一年，踏上新征程，展現新

香江國際宴賀成立 50 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江國際
集團日前舉辦成立50周年慶祝午宴，集團
董事長、關注九龍東發展委員會召集人楊
孫西邀請發展局起動九龍東專員區潔英、
觀塘民政事務專員謝凌駿及一眾觀塘各界
好友共同參與此次宴會。
楊孫西表示，今年適逢創業50周年，半
年來已舉辦多場慶祝活動，今次與觀塘好
友共同慶祝正好為慶祝活動畫上圓滿句
號。他並與大家一同回顧了自己的事業生
涯，指青年時便從事紡織、製衣業，工作
8 年後，於 1969 年在觀塘自行創立首間針
織製衣廠，其後企業不斷擴充，業務逐步
多元化，才發展為今日的「香江國際集
團」。

楊孫西：港定能恢復秩序
他並提到，雖然最近香港社會遇到麻
煩，但全部愛國愛港的香港工商界人士都
相信，有強大的祖國做後盾，有「一國兩
制」的制度保障，香港一定能夠恢復秩序

「多彩杯」高球賽以球會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多彩杯」同心高爾夫球聯誼會第七
屆聯誼賽日前在國家5A級旅遊景區觀瀾湖
高爾夫球會尾崎將司球場舉行。本屆比賽
由同心高爾夫球聯誼會主辦，同心成員、
多彩集團董事長夏煒旗下多彩集團贊助，
觀瀾湖度假區協辦。
國台辦原主任陳雲林、廣東省原副省長
宋海、深圳市委原副書記莊禮祥，深圳市
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宋枝旺，全國政協委
員、同心俱樂部主席、祥祺集團董事局主
席陳紅天，全國政協委員、同心俱樂部副
主席、同心高爾夫球聯誼會會長、觀瀾湖
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朱鼎健，以及社會各
界特邀嘉賓等近80人參加。
開球儀式上，多彩集團董事長夏煒致歡
迎辭，莊禮祥宣佈聯誼賽正式開始。
莊禮祥表示，同心高爾夫球聯誼會在以

球促進統一戰線工作、以球促進公益慈
善、以球促進企業家溝通交流方面做了大
量的工作，影響力不斷擴大，凝聚力不斷
增強，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新年即將到
來，希望企業家們在此增進友誼、強健體
魄，共同迎接多彩人生。
宋海表示，同心高爾夫球聯誼會已成為
同心俱樂部重要交流聯誼平台，希望同心
企業家們繼續當好深圳民營企業家的表
率，為推動深圳經濟建設和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促進深港繁榮穩定貢獻力量。
經過超過 5 小時的角逐，本屆同心高爾
夫球聯誼賽同心組總桿冠軍由同心成員江
學院奪得。總桿亞、季軍分別由同心成員
黃舜、文沛榮獲得；淨桿冠、亞、季軍分
別由同心成員張春華、鄭旭、林東亮獲
得；最遠距離獎由同心成員張春華獲得；
最近洞獎由同心成員鄭旭獲得。

文娛會義工團訪韶關慶金禧

■香江國際集團成立50周年慶祝午宴，賓主合照。
與繁榮，未來將與觀塘各界帶着更大信心
和抱負，承前啟後，繼往開來。
同時，為總結自己踏足社會60年、創業
50 周年，楊孫西還特別出版《隨緣商旅：
楊孫西創業50年》及《隨緣筆耕：楊孫西
文集》兩書。前者主要分享創業50年的商
旅經歷，記載了與不同時期的合作夥伴共
同經商的故事；後者則匯集了楊孫西於從
商、履行政協委員職能、參與各項社會活

■
「多彩杯」
同心高爾夫球聯誼會第七屆聯誼賽，賓主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動，以及經歷並參與改革開放和「一國兩
制」兩大國策交融歷程所發表的一系列文
稿。
出席慶祝午宴的還包括特區政府發展局
起動九龍東副專員黃國揚，觀塘民政事務
助理專員黃昇鴻，香港觀塘工商業聯合會
副會長俞建喜、卓蔚南、陳立漢、青年委
員會主席林天意，以及九龍東區各界聯會
常務副會長楊莉珊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子京）今年
適逢文娛會 50 周年
金禧紀慶，為凝聚義
工，團結互助，增進
友誼，文娛會義工團
一行 40 人日前由團
長葉明率領前往廣東
省韶關市參觀訪問 3
天，義工們均表示此
■文娛會組織義工團前往韶關交流訪問。
行獲益良多。
此次活動得到文娛會名譽會長洪永強、
文娛會義工團得到韶關巿人大常委會副
主任梁韶靈、巿委統戰部常務副部長孔慶 陳榮欣、葉承恩熱心贊助。韶關巿政協委
員陳嘉輝，義工團主席梁寶勝，該會主要
紅等接待。
在交流會上，梁韶靈向大家介紹了韶關 成員游錦泉、張潔澦、林國昭、余美嫻、
之歷史及經濟發展，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 梁銳華、姜少珍、陳翠薇等隨團訪問。
此行大家還參觀了韶關「斌廬」展覽館，
部長陳旭斌勉勵義工們繼續團結、融合社
區工作。葉明亦表示繼續支持特區政府依 認識韶關歷史及發展，並到南華寺參觀，
遊覽丹霞山、珠璣巷、森林公園等名勝。
法辦事，維護治安，止暴制亂。

「千年雙鈎」
展張保聲逾百墨寶
■「 千 年 雙
鈎．非 遺 傳
承—張保
聲雙鈎書法
墨韻巡迴
展 」舉 行 開
幕儀式，賓
主合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大風堂
書畫研究會創會會長兼香港雙鈎書法傳承
人、著名雙鈎書法家張保聲近日於香港中央
圖書館舉辦「千年雙鈎．非遺傳承—張保
聲雙鈎書法墨韻巡迴展」，展出他親自創作
的逾百幅雙鈎書法作品、雙鈎木刻以及青綠
彩墨畫作，向香港市民展現中華瑰寶雙鈎書
法的獨特魅力。
展覽伊始，張保聲首先即席揮毫，以雙鈎

書法的獨特書寫方式，洋洋灑灑寫下「古琴
彈清散，雙鈎搨硬黃」的書法作品，在場嘉
賓及觀眾對其筆如行雲、墨如流水的技法均
嘖嘖稱奇。
張保聲介紹，雙鈎書法始於六朝，盛於唐
宋，是以單線直接書寫某種字體的空心字，
然後填墨獲得近似真跡的作品。如雙鈎臨王
羲之《蘭亭序》真跡填墨及後代傳世名家墨
寶如《萬歲通天帖》、《平安帖》、《雨後

帖》等皆由唐宋名家以雙鈎廓填方式保留真
跡。
他希望能通過一代又一代地有序傳承，挽
救和傳承近乎失傳的雙鈎書法並將其發揚光
大，並相信這項屬中華瑰寶的非物質文化遺
產在香港會有更好的發展。
是次展覽由香港大風堂書畫研究會主辦，
香港孟子學院、香港中華雙鈎書法聯合總
會、大中華非物質文化產傳藝會協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