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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社總成立 團結服務魯港
張江汀冀鄉親旗幟鮮明與破壞祖國統一的行為作鬥爭

香港山東社團總會昨日

在香港及深圳兩地連線舉行

成立典禮及會員大會。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

聯辦副主任何靖，香港特區

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曾國衞、民政事務局局長徐

英偉等，為總會成立題寫賀

詞。山東省委常委、統戰部

部長張江汀率全省16位各地

市的統戰部部長出席深圳會

場活動，他希望社團總會要

更高地舉起愛國主義旗幟，

團結帶領廣大會員鄉親，堅

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

基本法，積極參與香港社會

的政治事務，以身作則做好

中央和涉港政策宣傳，旗幟

鮮明與破壞祖國統一的行為

作鬥爭，為維護香港繁榮穩

定貢獻更大力量。何靖與全

國政協委員、香港大公文匯

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等出

席香港分會場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石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中文大學醫學
院獲李嘉誠基金會捐贈3,000萬元，改善健康
科學研究所的科研及實驗室空間，同時擴充及
提升動物實驗設施，增設14個實驗台，提供
84個實驗單位。
校方預計，新設施可容納的實驗小鼠數

目，將大幅提升至現時的3倍，動物處所亦將
設獨立抽風間隔，減低動物之間交叉感染的風
險，工程預計明年底前完成。
中大校長段崇智衷心感謝李嘉誠及其基金會

對香港中文大學長久以來的支持，表示是次慷
慨捐贈將為中大、本地以至區內的臨床及健康
科學研究發展注入強大的動力，亦充分肯定了
中大教研人員的成就。
基於基金會這筆捐款，中大將申請政府配對

資助，李嘉誠表示，一直深信亞洲快速發展的
「生命科學」經濟中，香港必有重要角色，形
成一股建立未來的催化力量。關鍵是政府有
效、有決心地創造醫學和相關學科的科研環境
和投資。

香港山東社團總會的成立，得到
國家和山東省各級領導的關懷

支持。張江汀在典禮上致辭時對總
會提出三點希望和要求：
一是希望總會要更高地舉起愛國

主義旗幟，團結帶領廣大會員鄉
親，堅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
基本法，積極參與香港社會的政治
事務，以身作則做好中央和涉港政
策宣傳，旗幟鮮明與破壞祖國統一
的行為作鬥爭，為維護香港繁榮穩
定貢獻更大力量；
二是希望社團總會要始終秉持

「凝心聚力、服務魯港」理念，充
分發揮橋樑紐帶作用，廣泛邀請香
港各階層、各界別的代表人士到山
東參訪，探索建立魯港經濟、文
化、社會深層次常態化交流機制，持續為山
東的發展聚人氣、聚人脈、聚人心；
三是希望大家要以社團總會為家，在理事

會的統一指揮下，全情投入會務工作，高效
整合現有力量，進一步夯實組織基礎，形成
同頻共振的工作合力，推動總會各項事業開
好局、起好步。

朱新勝：團結鄉親支持特區施政

該會首任會長朱新勝表示，總會要打造
山東人在香港的「同鄉之家」，更要發揮
橋樑紐帶作用，深化魯港兩地合作互動。
面對嚴峻複雜的香港形勢，總會堅決擁護
「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團結凝聚在
港鄉親，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積
極參與香港社會事務，為香港繁榮穩定貢
獻山東力量。
徐英偉為成立典禮錄製視頻，衷心祝賀總

會成立。他表示，香港未來的發展需要愛國
愛港社團和人士的支持，總會一定能發揮力
量，為香港增添動力，為家鄉和國家的利益
作出貢獻。
香港山東社團總會現有32個屬會，共計
數萬名會員，總會將秉承「愛國、團結、發
展、共贏」的宗旨，團結20萬居港魯籍鄉
親及關心魯港發展的各界友好，凝心聚力增
強山東在港社團的影響力和號召力，發揮橋

樑紐帶作用，深化魯港兩地經貿文化合作交
流互動，助力山東、香港共同發展，互利共
贏，服務國家大局。
總會將定期舉辦各類會員活動敦睦鄉誼；

組織魯港投資、考察及慈善活動，服務家鄉
建設，共用機遇，造福桑梓；通過會議、研
討、展覽及其他文化教育等互動交流，促進
兩地融合認同，推動魯港經貿合作再上新台
階。

●山東省委統戰部向香港山東社團總會贈送禮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石華 攝 ●何靖、姜在忠等出席香港分會場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李嘉誠捐三千萬元助中大健康科研所「升呢」升中逾萬英中學額 平均5.3人爭一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2021年
9月新學年升中分區統一派位選校即將
開始。根據教育局昨日發布的《中學
一覽表》，全港英文中學提供約一萬
個中一派位學額，平均5.3名升中生爭
奪一英中學額，激烈程度與往年相
若。
如以分區計，灣仔及中西區的小六
生最易派入英中，分別為1.7人爭一位
及2.3人爭一位，而離島區的競爭比率

則最高達43.1。
教育局發言人昨指，按今年2月的估

算，預計約有53,050人參加2021年度
中一派位，比去年同期少約1,850人。
而昨日發布的《中學一覽表》顯示，
全港逾百所英中合共提供10,026個統
一派位學額，即平均5.3人爭一英中
位，激烈程度與往年相若。
就不少家長對英中趨之若鶩，教聯
會副主席、中學校長鄧飛指，家長關

心子女升學無可厚非，但提醒在選校
時應量力而為不要盲目追求學術成
績，「如果孩子入讀英中卻追不上進
度，會造成很大挫敗感，影響健康成
長」。
他建議家長可多了解學校對孩子升

學就業、生涯規劃的支援，因為學生
成長路徑不盡相同，「如學校能提供
『個人化』的升學輔導服務，便能照
顧他們的各種需要。」

莊紫祥懷揣對祖國未來的堅定信心以及為同胞奉獻的理想信念，在香港回歸前夕，毅然決然從英國
回到他深愛的香江。經過十幾年的專注打拚，他成功打造了一個令人矚目的金融科技和支付王

國。作為人民政協事業的一員，他參政議政履職盡責，為國家為香港為家鄉無私奉獻，展現了一個優秀
企業家的家國情懷。作為熱衷於大灣區發展的踐行者，他凝聚一眾金融、科技界菁英，積極參與、推動
大灣區金融科技發展，為青年發展提供更大舞台。
事業上的成功，賦予莊紫祥更大的責任與力量。他心懷家國，關注時事，經常在報刊上發聲，針砭時

弊，傳遞正能量，服務香港社會。近幾年，隨着社會紛爭越
多，他直抒胸懷發聲也越勤，僅在香港《文匯報》就發表了逾
百篇評論，為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發揮了重要作用。
如「香港應大力弘揚愛國主義精神」「逐夢粵港澳大灣區港青
大有作為」「把握『十四五』機遇實現香港再次騰飛」「強烈
譴責美國干涉中國內政霸凌行徑」「祖國是港戰勝一切風險的
最強後盾」「港深優勢互補耀眼雙星攜手共進」等。每一篇文
章的背後，都蘊含了莊紫祥愛香港、愛國家的信念，這也是他
始終「相信香港」一定會走出陰霾，重新再出發的信心所在。
為再次表達自己對香港、對國家的拳拳之心，莊紫祥將文章

結集成書，出版《相信香港》時政評論集。莊紫祥很感恩也很
激動：「《相信香港》時政評論集終於誕生面世了。對一個業
餘作者來說，這本政論集當然說不上專業鉅著，但內裏的一字
一句，皆是我的肺腑之言，飽含着我對香港的愛。相信深愛吾
家之有心人都能建言獻策，為困境中的香港找出路，尋回美麗
香港。期藉《相信香港》的出版，與社會各界分享交流，共同
為香港更快走出困局奉獻良策。」

工商資訊資訊 ●責任編輯：蘇 璇 ●版面設計：歐鳳仙

環保理念應與時俱進

據香港環保署的統計，本港2019年廢物棄置總量404
萬公噸，回收總量為164萬公噸，但有約80多萬公

噸的塑膠廢棄物被填埋，從統計數量上看再生資源回收還
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在本港做好環境保護，減少生活垃圾
等廢棄物數量的首要選擇，應是將廢棄物中的可回收物料
進行回收處理再利用。有很多的廢塑膠、廢紙、廢金屬、
廢建築材料、廢電子電器都是可以回收並再利用的寶貴再
生資源。
香港再生資源總商會建議，在做好支持生產者責任計
劃、推廣全民減癈回收教育並增加綠色就業等政府推出的
宣傳推廣工作同時，也應使市民認識到隨着科學技術的發
展，各種可以回收並再利用的再生資源種類也會越來越
多，如果沒有得到有效處理，都有可能會造成環境污染。
所以最大限度地將再生資源回收並加以利用，就是以實際
行動保護了環境，也就是保護了未來，這也是為促進經濟
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所必須要做的。

再生資源行業經營困難需加大扶持力度
本港在經歷了前年的社會動亂和新冠肺炎疫情的雙重打
擊後，加之世界經濟嚴重衰退，再生資源回收行業的營商
環境也遭到重創。現在更加需要政府的協助渡過難關。
香港再生資源總商會期盼政府可給予一定的資助，平衡
好各方面利益，在經濟的誘因下，相信各方都能得到合理
的回報。在今年全國人大開會時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

告裏就提出「擴大環境
保護、節能節水等企業
所得稅優惠目錄範圍，
促進新型節能環保技
術、裝備和產品研發應
用，培育壯大節能環保
產業」，對於本港來
說，這也應是一個很好
的啟示。

企業融入大灣區有助發展
香港再生資源總商會指出，香港地少人多，受自然地理

位置的影響，在本港設廠從事再生資源回收利用還是有着
很多相對不利條件的因素，土地資源使用費用昂貴，還有
水、電、交通運輸等。如何使本港具有條件的從事再生資
源的企業能融入大灣區去發展，以提高它們的競爭優勢為
長遠目標，同時致力探索城市之間的互補合作模式，以使
這些企業成功與內地及大灣區接軌，這也是再生資源行業
當前面臨的新課題。在符合雙方的環保要求下，互惠互
利，讓再生資源行業可持續發展、擴大。

2021年Watches & Wonders高級鐘錶展開幕，寶齊萊
推新時計：馬利龍交響樂三問腕錶、柏拉維深潛腕錶馬爾
代夫特別版及傳承系列年曆雙盤計時碼錶。
馬利龍交響樂三問腕錶，旨在向技術創新、瑞士製錶傳
統與卓越工藝致敬。腕錶採用的自製MR3000機芯不單搭
載外緣式自動上鏈系統和外緣式懸浮陀飛輪，還配備了三
問報時及外緣式微調器。琉森音樂節交響樂團以腕錶為靈
感，創作了一支華麗新曲，將於Watches & Wonders
2021展會期間亮相。
柏拉維深潛腕錶馬爾代夫特別版顯寶齊萊與魔鬼魚基金
會的長期合作夥伴關係。腕錶富有潛水腕錶特色：配有醒
目的44.6毫米精鋼錶殼和鑲有藍白陶瓷的單向旋轉精鋼錶

圈。專為潛水員而設60分鐘刻度搭配夜光時標，便於水
下計算潛水時間。
傳承系列年曆雙盤計時碼錶的意念取材自品牌一款五十

年代推出的計時碼錶藏品，當年錶款的典雅氣質演變為現
代優雅的41毫米精鋼錶殼。新作繼承原裝錶款的雙計時
器布局，深黑色電鍍錶盤備有兩個水平對稱排列的銀色計
時器，錶盤外緣備有測速計刻度。並採用相反色彩設計，
以黑色錶盤配銀色計時器，成就獨具寶齊萊風格的反轉熊
貓錶盤腕錶。

寶齊萊推新時計

香港再生資源總商會倡對行業大力扶持
香港需重視發展再生資源項目 造福後代

綠色環保是當今世界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全球天然資源

日漸短缺，主要經濟發達國家例如美國、日本、德國等均重視發

展再生資源項目，美國更視此為國家第三大產業。在現代經濟發

展進程中，再生資源行業可以說是擁有着無限的發展前景。

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創會會長莊紫祥力作

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創會會長

莊紫祥力作——《相信香港》時政評

論集，近日由香港文匯出版社有限公

司出版，4月19日將在三聯書店、中

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發售。書中莊紫

祥從政協委員的視角，以大灣區金融

才俊的身份，對香港時局、經濟民

生、青年發展、金融科技、灣區機

遇、國際博弈等方面進行梳理點評，

激濁揚清，見解獨到。此書的出版，

必將給香港探索發展新方向、尋找發

展新動力、開拓發展新空間，帶來新

的啟迪。

●本地工人將電子舊料仔細拆解
分類，因每部分都有不同的回收
再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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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香港》
時政評論集時政評論集出版出版

●莊紫祥《相信香港》時政評論集
出版發行。

●莊紫祥獲頒領航「9+2」首屆粵港澳大灣區傑出
貢獻獎兩項殊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