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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舟山同鄉會日前舉行新春聯歡及新一屆理事就職，賓主在台上合照 本報攝

【本報訊】記者黃閩報道：香港福州十邑
同鄉會日前於該會新擴簇新的會所，舉行壬辰
年新春團拜會，近百位會員鄉親參與了活動。
大家依鄉俗抱拳拱手，躬身作楫，現場充滿了
一片鄉音鄉情和濃濃的 「年味」。該會理事長
林明海、監事長吳換炎等在場熱情接待來賓和
鄉親，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王小靈、協調
部部長高級助理李新樂，華閩集團協聯部總經
理林勁、副總經理張克強等，以及香港福建社
團聯會主席林樹哲亦抱恙專程到場給福州鄉親
拜年。

林明海在致詞時稱，對於主席林樹哲帶病
拜年很是感動，說明了聯會對福州鄉親的重視

。他指，該會在歷屆理、監事會同仁及居港鄉
親的共同努力下，秉承優良傳統，會務不斷向
前發展。他希望各位首長及會員鄉親繼續關注
支持該會的工作，讓該會今後在發展的道路上
走得更好、更遠。

王小靈表示，是次來訪首先是給大家拜年
，其次是向具有愛國愛港愛鄉的傳統、團結拚
搏、為家鄉為香港作出許多貢獻的福州鄉親表
示敬意，並且希望大家再接再厲，繼續支持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和 「一國兩制」的貫徹實施，
在新時期再立新功。

林樹哲在致詞中讚揚福州地靈人傑，十
邑同鄉會歷史悠久，為凝聚鄉親、守望相助

作出了很大的貢獻。相信在新的一年裡，該
會能夠繼續發揚傳統，為香港的繁榮穩定作
出新貢獻。

當日出席團拜會的該會主要成員還有顧問
高強、陳家鸞，常務副理事長林祥華、嚴依明
，常務副監事長倪法昇，副理事長林錦雯、林
建華、黃峰，副監事長鄭天豐、趙軍，副秘書
長林煜、盧祖猛、陳忠欽，福利部主任黃賽珠
，會員部主任林梅菁，婦女部主任俞花，以及
包括葉大榮、林志敏、韓秀玉、嚴美玉、倪法
松、陳慧鈺、楊玉琴、楊鴻熙、高秀琴、金麗
清、趙汝敏、郭小基、潘群、林迎等多位副主
任。

福州十邑同仁歡慶新春

【本報訊】記者方成報道：日前，香港中
華廠商聯合會在上海總會會所舉行 「壬辰年傳
媒新春午宴暨第四十六屆工展會傳媒答謝宴」
，逾 20 位新聞界人士出席。廠商會會長施榮
懷表示，去年第 46 屆工展會無論入場人次或
銷售額均為歷屆之冠，並透露今年將於4月28
日至5月2日在武漢舉行 「2012香港時尚產品
博覽會．武漢」活動。

施榮懷在傳媒午宴上指，廠商會非常關注
香港經濟發展及內地營商環境，一直透過加強
與內地和特區政府的聯繫，反映港商的實況。
展望 2012 年，歐美經濟疲勢將影響全球貿易
，港商今年貨物出口和服務貿易的表現均不容
樂觀。因此，廠商會計劃訪問內地各省市和到
外地考察，首站是將聯同香港貿易發展局及本
地商會組織代表訪問廣東省，了解東莞、花都
、清遠、肇慶等重點發展城市的最近經貿發展
情況，並參觀大型高新科技廠商及企業等。配
合武漢4月舉行工展會，廠商會亦會組織大型

代表團到武漢訪問，希望協助本地企業尋找發
展機遇和創造商機。

據廠商會副會長吳永嘉介紹，為了幫助港
商拓展商機，繼香港工展會後，廠商會今年將
再度移師內地舉行工展會， 「2012 香港時尚
產品博覽會．武漢」活動，展會將設有240個
攤位，分布6個主題展區，集貿易推廣及零售

展銷於一身。屆時，廠商會將邀請武漢市政府
、商會、協會、進出口商、代理商、分銷商及
零售商等組織採購交易團，與港商進行商貿配
對，促進經貿合作同時拓展商機。

廠商會副會長徐晉暉、吳清煥、吳宏斌，
常務會董李慧芬、劉文煒、何煜榮、李嘉惠等
亦出席傳媒午餐宴。

【本報訊】記者方成報道：香
港南京總會日前在銅鑼灣富豪酒店
富豪金殿舉行 2012 年新春團拜晚宴
，中聯辦台灣事務部副部長何建華
、行政財務部副部長李載林，保良
局主席龐盧淑燕、總理呂陳慧貞，
仁愛堂行政總裁盧德明、總理梁崑
璞伉儷，該會名譽顧問唐尤淑圻與
會長張心瑜、顧問局、董事局首長
共同祝酒，祝祖國繁榮昌盛、香港
繁榮穩定、嘉賓會員龍年大吉、萬
事如意。

晚宴嘉賓雲集，中聯辦辦公廳
處長任光偉，協調部處長張強、宋
瑋，副處長徐小林；台務部處長朱
峰，行政財務部處長孫忠新，香港
長者協會主席麥漢楷、行政總裁呂
令意，香港友好協進會總幹事魯夫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行政總
裁丘東，香港國際經貿合作協會理
事長陳青東、江蘇旅港同鄉聯合會
副會長鄧強、莊竹青、趙國雄、馮
瑞初、石高平、姚茂龍等近150名嘉
賓會員共聚一堂，喜慶壬辰年新春
，場面熱鬧。

該會會長張心瑜致新春賀辭，
她指，回顧去年，在顧問局、董事

局成員及會員團結一致的共同努力
下，會務有了長足的發展，會員人
數直線上升，已達300餘人。該會主
辦及參與的各項活動次數大幅度增
加近 80 多個，包括香港紀念辛亥革
命100周年系列活動等，令該會在香
港社會中的影響力日漸提升。展望
2012 年，該會將與多個友好社團一
起秉承一貫愛國愛港的政治立場，
為香港社會的和諧發展盡心盡力。

席間，張心瑜頒發新入會會員
證書，大會更安排卡拉OK和抽獎環
節助興，全場氣氛熱鬧，該會首長
嘉賓亦贊助了豐富的獎品，眾會董
會員滿載而歸。

該會名譽顧問郭晶強、黃星華
、彭詢元、彭長緯、戴希立、盧振
雄，永遠名譽會長溫利華，中國事
務部顧問王靜，以及王志峰、梁維
君、黃達東、余國良、劉文銀、蕭
素芬、周娟、易有為、湯寶寶、張
曦文、張璇菲、蘇志剛、莫小民、
鄒小磊、陳戈理、陸嘉鑾、劉惠芳
、溫彩珍、浦炳榮、馮小苓、毛麗
佳、姚蘭玫、崔文冰、蕭正思、葉
建乾、香志恆、張瑋杰等首長亦有
出席晚宴。

【本報訊】大公報社長姜在忠昨日和來港招商的哈爾濱市市長
宋希斌會晤，雙方就以哈爾濱為代表的中國東北地區得天獨厚的投
資優勢，以及香港的發展給哈爾濱帶來的啟示和港商的投資特點等
進行了深入交流。

宋希斌表示，以哈爾濱為代表的東北地區相對南方地區有得天
獨厚的投資優勢，如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用電量相對較低、地域
廣闊、資源豐富。本次來香港考察就是給港商一個訊號，本屆政府
會將已經簽訂的合作項目落實好，並創造更好的條件給為在哈爾濱
投資的港商服務。宋希斌亦表示，香港馬灣島的動遷給哈爾濱的建
設帶來啟示，值得學習。

姜在忠說，港商和內地合作最重要的是雙方的信任合作關係，
相信宋市長在實施 「北躍、南拓、中興、強縣」的戰略後，會取得
更多港商的信任，吸引更多投資。

參與會面的包括哈爾濱市副市長焦遠超，辦公廳副主任楊愛國
，新聞辦主任蘭峰，投資促進局副局長陳楊；以及大公報總經理盛
一平，副總經理周延召，大公報駐黑龍江辦事處主任焦紅瑞。

【本報訊】旅港南海商會於農
曆正月十五日在銅鑼灣百樂門宴會
廳舉行壬辰年春節聯歡宴會，逾400
名旅港南海鄉親出席，該會理事長
關亨時向各會眾友好拜年，祝賀大
家新一年龍馬精神、身體健康、如
意吉祥、福星高照。當日正值農曆
正月十五元宵佳節，又是中國情人
節，他祝賀各鄉親家庭幸福，人月
團圓，龍翔萬里更創高峰，大展鴻
圖得心應手。

當晚出席宴會的嘉賓有南海區
政協主席張和平、副主席胡國雄、
秘書長葉偉平、委員曾廣基、張志

祥，南海區委統戰部常務副部長劉
文利、副部長高海濤，南海外事僑
務局常務副局長陳慧、副局長譚日
泉，南海區民政局副局長趙魁萍，
還有該會名譽會長黃星華，名譽顧
問石漢基，醫事顧問潘偉生，會長馮
元侃，理事長關亨時，副理事長曾
熾暄、陳達榮，義務秘書石國基，
司庫何福注，副司庫馮慶詒，當然
理事鄧兆富、關燊時、潘以和、潘
根、李根元、高世榮、吳萬全、李
焯元、李萬順，理事丁偉強、黎宏
照、關兆安、李可桐、李鈺坤、梁
華、彭熾輝、邵亮標、鄧慶鑾等。

【本報訊】記者黃閩報道：香港中國旅遊
協會日前在上環潮江春酒樓舉行壬辰年春節會
員聯歡晚會。該會會長伍沾德伉儷，名譽會長
張學武、楊孝華等和逾300位會員及友好出席
了春茗，共度新春佳節。該會理事長盧瑞安表
示，將與業界同仁一齊自強不息，克服重重困
難，為促進內地和香港社會和諧及旅遊業穩步
發展而不懈努力。

新春吉祥歌曲《恭喜恭喜》為晚宴拉開序幕
。「經過多少困難，歷經多少磨練，多少心兒盼望
，盼望春的消息。」全體理事會成員不太整齊的
歌聲，帶來了全場歡樂的笑聲和掌聲，亦唱出
了大家對新年的祈盼。盧瑞安在致詞中總結了
去年的工作，他稱，在會長伍沾德的關懷指導下
，以及理事會成員全力以赴與各位會員共同努
力下，會務發展迅速，並取得一定的成效。

他介紹道，去年主要的工作包括為會員辦
實事，積極向政府反映會員面對的經營問題，
關心體貼會員，送溫暖和愛心；並建立更緊密

的業務聯繫和交流，開辦了各省、市旅遊推介
研討會，一年內共有 3200 多名會員參與了近
70 場活動；更為可喜的是該會積極參與社會
及行業事務，成績得到了各界的認可，共有
13 位會員當選選委會成員，副理事長姚思榮
亦再次連任TIC副主席。

盧瑞安說，展望新的一年，雖歐債危機難
測，經濟低迷持續，但國家 「十二五」發展規
劃的宏偉藍圖，使香港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旅遊業界將同心攜手，繼續力爭穩中前進。
參加聯歡晚會的該會主要成員還有副會長

黃士心、徐惠芳、吳才運、吳連烽、姚思榮、
魏華克、周錦標、劉海天，常務理事兼秘書長
陳立志，常務理事譚光舜、李迎賓、葉慶寧、
康杰、陳淑芳、黃進達、劉功成，理事李毅力
、楊愛群、郭杰慧、吳國華、吳熹安、宋衛民
、陳錦全、賴伯強、蘇子楊、劉文銀，副秘書
長辛聰金、劉國恩，執行秘書趙玉美等。

南京總會新春團拜嘉賓滿堂

▲ 該會名譽
顧問唐尤淑
圻（右三）
、會長張心
瑜（中）與
眾姐妹開心
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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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南京總會新春團拜喜氣洋洋 本報攝

香港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舟山市政協副
主席蔣寶華、中聯辦辦公室副部長王子平、台
務部副部長何建華應邀出席主禮。

舟山同鄉會第十二屆理事會成員為：永遠
榮譽會長董建華，會長方浩然；名譽會長楊良
鋆；副會長鄧楊詠曼、方賈玉英、董建成、周
亦卿、朱家平、許志勤、廖家傑，秘書長周莉
莉；副秘書長王振耀。

會長方浩然致辭說：香港舟山同鄉會創建
於1988年，至今已踏入了第25年，過去，一
直在舟山市各級領導的大力支持下、各方好友
的關心下、在前任各會長和歷屆理事會同仁及
全體會員和鄉賢的共同努力下，會務得以在良
好的基礎上發展。

他表示將繼續秉承該會宗旨： 「溝通交流
、服務鄉親、關愛該會、情繫桑梓」，與全體

理事會同仁，一同努力朝着這方向前進。並將
積極推動該會的年輕化，讓下一代的舟山同鄉
薪火相傳，能夠與時並進，青出於藍，讓會務
再上一層樓。

他最後還說：隨着舟山成為國家級海洋發
展新區── 「浙江舟山群島新區」的大好機遇
，大家將積極配合和參與，並已決定於四月五
日組團回舟山家鄉，讓會員鄉親們目睹新貌、
了解近況，尋找合適發展的配對項目，讓舟港
兩地更緊密地聯繫。

舟山同鄉會聯歡就職
林鄭蔣寶華王子平何建華等主禮

【本報訊】香港舟山同鄉會春節聯歡晚會暨第十二屆理事會就職禮日前
在九龍富豪酒店舉行。

▲ 香港福州十邑
同鄉會新春團拜
賓主合影

本報攝

南海商會新春聯歡

廠商會宴謝傳媒

廠商會會長施榮懷（中）帶領眾首長與眾人祝酒 本報攝

中旅協會員新春聯歡中旅協會員新春聯歡

▲香港中國旅遊協會會員新春團拜，理事會成員互相祝酒 本報攝

▲來港招商的哈爾濱市市長宋希斌（左）向大公報董事長
兼社長姜在忠贈送紀念品 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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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港南海商會於日前舉行春節聯歡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