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B18社團新訊責任編輯：黃秀娟

【本報訊】記者方成報道：香港葵青工商
業聯會日前在葵芳稻香超級漁港舉行 「壬辰年
新春團拜」，中聯辦協調部部長沈冲，廣東省
工商聯副主席盧小周，中山市委統戰部副部長
黃海波，葵青民政事務專員羅應祺、助理專員
林美儀，葵青區議會主席方平、副主席羅競成
，香港警務處葵青區署理指揮官何明新，香港
消防處西南區指揮官廖泰堯，新界西首席廉政
教育主任樓國媚，全港各區工商聯會長吳有贊
等政府部門與友好嘉賓及該會主席楊凱山、會
長曾佩倫等首長會員齊聚一堂，共賀新禧，場
面熱烈祥和，充滿節日的氣氛。

聯會主席楊凱山致新春賀詞，恭祝大家龍
年行大運，步步高升，家庭幸福，並代表該會
感謝嘉賓、各界友好百忙中抽空蒞臨，以及過
去一年對該會的支持和愛護。他回顧了該會去
年的工作成果，通過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熱心
服務社區，秉承愛國愛港的宗旨，一眾同仁在
教育、文化、公益等事業上盡心盡力，在區內
已取得了一定的知名度，亦得到了居民的認同

。楊凱山說，今年適逢香港回歸祖國 15 周年
，葵青區將舉辦一連串慶祝活動，該會將積極
參與和支持。他指，工商界在香港有一定的影
響力，在即將舉行的兩場選舉中，聯會將多提
意見給政府，令香港社會更加和諧穩定，香港
市民安居樂業。

羅應祺讚揚該會在區內做了大量工作，出
錢出力。他說，今次團拜活動各界嘉賓前來捧
場，十幾位跨黨派區議員亦到場支持，無不說
明聯會憑藉辛勤的付出，在區內受到尊重和認
同。他希望今後繼續同該會合作，團結不同階
層和組織，更好地為葵青居民服務。

聯會會長曾佩倫帶領全場祝酒，祝願祖國
國泰民安，香港百業興旺。大會安排了豐富的
獎品和精采的表演節目助興，邀請到超級巨聲
人氣歌手登台演唱，楊凱山、曾佩倫全場派發
利是，人人有份，全場樂融融，共度一個愉快
的晚上。

出席晚宴的該會首長尚包括：永遠名譽會
長劉展灝，榮譽會長俞忠衛、黃裕誠、朱德朗

、蕭建輝，名譽會長盧偉國、鄭漢成、彭榮、
黃家和，常務副主席李寶明，副主席陳惠龍、
陳逸義、陳銘基，副會長蘇汝立、張敬川、陳
福麟、楊錦祥、黎天橋、劉興華以及會董陳勵
文、李邦昌等。

【本報訊】記者
黃閩報道： 「旅港嘉
應五屬同鄉會第 23 屆
理監事就職典禮暨壬
辰年敬老獎學會員春
節聯歡大會」日前在
旺角倫敦酒樓舉行。
當晚筵開 60 席，700
多位會員友好齊聚聯
歡，場內充滿了濃濃
的鄉情鄉誼。駐港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
長朱曦，中聯辦台務
副部長何志明，香港

梅州聯會會長余鵬春等出席主禮。
新屆理事長古兆萬表示，當悉力以
赴，遵循先輩教誨，傾聽會員心聲
，凝聚旅港鄉親，繼續拓展會務，
回饋社會。

在太平紳士何冬青的監誓下，
古兆萬率新一屆理監事走馬上任。
他在致詞時表示，創會 56 年來，該
會同仁一直秉承 「恭敬桑梓，敦睦
鄉誼，獎學敬老，守望相助」之創
會精神，為香港的繁榮穩定、為海

峽兩岸四地的交流鄉誼、為中華民
族的和平團結而不懈努力。他承諾
，將與會員鄉親一道繼續弘揚中華
文化，為維護香港繁榮安定、中華
民族的復興再作新貢獻。

主禮嘉賓何志明、余鵬春、朱
曦先後在致詞中讚揚該會歷史悠久，
在敬老獎學、守望相助、傳承客家
文化方面，以及為兩岸四地和平發
展作出了許多努力。他們祝願該會
會務興隆，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出席晚會的主要嘉賓還有香港
廣東客屬聯合總會會長梁亮勝，旺
角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林智賢，該
會獎學金金紫荊贊助人李有權等。
大會為會員優秀子弟頒發了獎學金
，為年長會員派贈了利是。旅港嘉
應五屬同鄉會第 23 屆理監事主要成
員還包括副理事長陳喜群、賴燊華
、張定榮、徐杞富、朱文岳；監事
長劉瓊星；副監事長曾大全、林德
忠。該會永遠榮譽會長包括何冬青
、吳炳連、李肇輝、李新、鍾應堂
、李有權、徐琳、王春輝、黎國威
等。葵青工商聯賀新春

沈冲盧小周黃海波羅應祺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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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香港中藥業協會日前在中銀禮
堂舉行新春酒會，該會主席李應生（左四）、

衛生署署長林秉恩（左五），會長黃光輝（左六）等出席，場面熱鬧。
協會主席李應生代表仝人，祝願香港各界在新的一年發揮龍的傳人精

神，為百業興旺而努力。更祝願各嘉賓身體健康，事業順利。

【本報訊】記者黃穎雅報道：十多名深港兩地書畫家
日前出席在春風書畫藝術中心舉行的新春雅敘盆菜宴。雅
聚期間，書畫家們賦詩歌、寫書法、畫牡丹，場面溫馨熱
鬧。

陳更新、廖鳳嬌、麥錦超、厲復友伉儷、郭嘉、容文
傑、陳義源、朱婉儀、朱美滿、李秀蘭、鄭浩明、張惠珍
、黃炳麟等書畫界友好各攜作品出席宴會。陳更新、廖鳳
嬌、麥錦超及陳義源則贊助盆菜宴，與友好共賀新春。

春風書畫藝術中心會長陳更新在宴會開始前首先向各
友好致以新春祝賀，書法家厲復友更是興之所至，賦詩
《雅敘》表心意： 「恰是今日月最圓，惠風和暢春意暖，
雅敘共嘗大盆菜，書畫友人喜翩翩。」贏得友好拍掌叫好
。席間又舉行大抽獎，送出友好帶來的書畫作品，增添熱
鬧氣氛。盆菜宴後，書畫家們雅興大發，揮毫潑墨，相互
觀摩，陳更新揮筆而就，將厲復友作品寫成書法作品；書
畫家麥錦超、朱婉儀、李秀蘭亦分別揮筆寫書法、畫牡丹
，送贈友好。

另外，香港書法家協會於本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在銅鑼
灣中央圖書館地下展覽館舉行《亞洲七地書法巡迴展暨會
員作品展》，展出來自中國內地、台灣、澳門、韓國、日
本、新加坡的書法作品，推廣中國書法藝術。

【本報記者王一梅 通訊員樓
蓉深圳電】2月9日，中國光大銀行
聯合全國婦聯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
，正式推出 「您消費一次，我獻一
分愛心——光大信用卡 『母親水窖
』公益行動」。中國光大銀行副行
長林立、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秘書
長秦國英等出席了活動。

早在2005年，中國光大銀行即
與全國婦聯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合
作，支持 「大地之愛．母親水窖」
公益項目，幫助我國西部缺水地區
修建水窖。截至2011年，光大銀行
通過多種渠道向 「母親水窖」項目
捐款1500多萬元，修建水窖3193口
，小型集中供水工程43處，惠及百
姓 63400 餘人，有效幫助解決了西
部乾旱缺水地區居民飲水和用水難
題。2006 年，中國光大銀行推出
「母親水窖．愛心信用卡」，利用

自身金融優勢加大對母親水窖公益
項目支持力度。2011 年，結合 「母
親水窖」公益項目推出 「七彩陽光
，光大夢想——全國青少年才藝展
評」，針對青少年進行母親水窖公
益項目宣傳和推介。活動橫跨全國
13 個城市，5 萬餘個家庭深度參與
，覆蓋範圍超過5000萬人。

據悉，此次活動上光大銀行將
宣布變更捐款形式，將原來僅限
「母親水窖．愛心信用卡」交易額

千分之一捐款給母親水窖調整為該
行信用卡客戶每成功刷卡一筆，光
大銀行就捐出一分錢，預計調整後
的年捐款金額較之前增長 50%；公

益行動中，由原來僅針對愛心信用
卡客戶進行募捐擴展為面向光大信
用卡全體客戶，客戶基數擴大了近
100 倍。光大銀行相關負責人介紹
： 「這次公益行動的意義將達到四
個 『更』——捐款金額更高、涵蓋
範圍更廣、公眾認知更深、推廣力
度更強。」

2012 年，光大銀行信用卡部整
合推出包含 「一個載體、兩方力量
、三個來源」的愛心公益體系。一
個載體，即以 「您消費一次，我獻
一分愛心」活動為載體，至2013年
底，光大銀行按照其全部信用卡持
卡人刷卡消費筆數（不限卡種和金
額）折算，一筆一分錢捐贈 「母親
水窖」公益項目；兩方力量，即公
益行動主要影響兩方社會力量。針
對經濟實力較強的社會人士，通過
「您消費一次，我獻一分愛心」活

動，將這一群體的日常消費與公益
事業緊密關聯，在每一次消費行為
中，鼓勵號召他們加入公益事業，
與光大銀行一起共同支持公益。針
對青少年群體，通過系列公益活動
，進行青少年群體公益意識培養和
教育，培養未來公益事業的接班人
；三個來源，即公益善款主要通過
三個來源籌集。一是光大銀行捐款
、二是公眾通過光大銀行網銀和
ATM等設備捐款、三是通過 「光大
夢想，愛心起航——全國青少年才
藝展評」等活動募捐。通過這一立
體的愛心公益架構，光大銀行公益
事業的成效將進一步放大。

逾八百長者受惠
中總副會長莊學山、愛心行動委員會主席

王惠貞聯同多名會董、委員出席活動，精心為
長者安排美味盆菜、送贈利是及吉祥福袋禮品
，同賀新春。出席長者來自仁愛堂及鄰舍輔導
會中心，各人興致勃勃，細味品嘗盆菜中豐富
多樣的美食，並欣賞由長者擔綱表演的醒獅金
龍助興及多場特色舞蹈，另有仁愛堂嘉賓及中
總成員獻上悅耳金曲，場面熱鬧。出席長者都
精神抖擻，當天最年長的長者已達九十五歲高
齡，中總特別送上利是，祝願他們身體健康。

為增添節日氣氛，中總並特設抽獎環節，
送出近八十份豐富獎品。壓軸大抽獎時長者更
是全情投入。最後大獎幸運兒從莊學山手上接
過共值千元的利是及禮物，並與財神合照留念
，場面開心。

傳遞敬老信息
王惠貞在活動上致辭時表示，中總除關注

社會經濟發展外，亦積極參與社會公益，致力
回饋社會。中總愛心行動極為關注長者服務，
多次以長者為對象舉辦活動，以貫徹 「老有所
屬、老有所養、老有所為」的理念。今次舉辦
盆菜宴，與長者共賀新禧，並感謝長者為香港
作出的貢獻，祝願他們在享用寓意盤滿缽滿的
盆菜後，今年好運齊來。

「中華總商會愛心行動」創立於二○○九
年，為一項持續計劃，旨在建立一個持續、可
靠和務實的平台，凝聚和傳遞工商界力量，為
社會上有需要人士獻上溫暖和愛心，以表達商
界對社會的關懷。中總愛心行動自成立以來籌
辦不少慈善活動，包括電影慈善首映、青少年
工商體驗遊學團、探訪安老院及為匱乏家庭、
小學生安排活動等，致力為不同社群提供服務
，促進社區關愛共融。愛心行動並設有 「緊急
援助基金」，為重大事故受害者家屬提供即時
經濟援助，協助他們解決燃眉之急，基金近年
先後為多宗重大事故如花園街排檔大火、菲律
賓人質挾持事件、馬頭圍道唐樓倒塌等的受害

者家庭等提供即時援助。
當天出席活動者尚包括中總常董鄧楊詠曼

、愛心行動委員會委員李國雄及甘寧，仁愛堂

副主席黃達東及錢耀棠、社會福利署屯門區助
理福利專員林紹裘等。

中總愛心行動盆菜敬長者
共度新歲 傳遞關懷及愛心

【本報訊】欣逢新春佳節，香港
中華總商會愛心行動特別於日前舉辦
「金龍獻瑞盆菜宴」 ，款待逾八百位
長者、宴間並設表演及抽獎助興，為
長者送上節日的祝福，共賀新歲。

▲中華總商會副會長莊學山（右五）、愛心行動委員會主席王惠貞（左四）連同一眾中總
代表及仁愛堂嘉賓與全場最年長長者合照留念

▲ 香港葵青工
商業聯會 「壬
辰年新春團拜
」 喜洋洋

本報攝

▼楊凱山（右
） 、 曾 佩 倫
（中）全場派
發利是，人人
有份

本報攝

書畫家新春雅敘盆菜宴

▲理事長古兆萬（左）贈送紀念品予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處長朱曦 本報攝

中藥業協會春茗

光大銀行支持「母親水窖」行動

▲中華總商會副會長莊學山（左四）、愛心行動委員會主席王惠貞（左三）與出席嘉賓一
同接過舞獅吐聯

▲書畫家聚首一堂出席新春雅敘盆菜宴 本報攝

▲旅港嘉應五屬同鄉會新屆就職，賓主合影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