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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婦女會敬老聯歡賀三八

▲南海羅村鄉親新春
聯歡

▲ 鄧祐才（右）與楊
寶林（左）致送紀念
品予劉宗陽 本報攝

【本報訊】香港施氏宗親會日
前在銅鑼灣東湖酒樓舉行壬辰年春
節聯歡晚會。該會理事長施榮怡，
監事長施清流偕全體理監事與會員
鄉親三百多人歡聚一堂，互致新春
祝福，暢述宗情鄉情，歡談會務拓
展，場面溫馨熱鬧。全國政協文史
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施子清及該會
永遠榮譽會長施展望、施振銜、施
教永、施秋平、施純民、施振忠、

施勇力、施能民等出席了晚會。
理事長施榮怡、監事長施清流

主持敬拜祖先儀式，並向會員子弟
頒獎學金，及向六十歲以上長者頒
發敬老利是，同時舉行抽獎活動。

施榮怡致辭時祝福宗親們龍年
萬事如意，身體健康，家庭幸福。
非常感謝宗親會前輩們支持，歷屆
理監事熱心服務，無私奉獻，奠下
了施氏宗親會良好的會務基礎。

周娟娟表示，三八國際婦女
節是紀念全球婦女爭取平等發展
機會的節日。百多年來，婦女們
在政治、工作、教育等不同領域
積極投入，取得佳績，並為爭取
和平，及男女享有平等經濟、社
會、文化、公民和政治權利努力
不懈。 「今天，姐妹們一起分享
成果，互勵互勉，為獲得美好的
成績而感恩，也為創造美好的明
天投入更大的努力，一起編寫婦
女輝煌的一頁。」

她續說，今年是寓意吉祥和
強盛的龍年，是香港回歸15周年
，可喜可賀。多年來，在中央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香港克服了重
重困難，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都

得到穩定發展。目前，香港雖然
還面對着經濟不穩定因素的影響
，但是內地經濟急促發展，內需
不斷增加，也為香港經濟發展帶
來了機遇。她相信 「姐妹們只要
一如既往以智慧、進取、勤奮的
品質，積極投入和協助社會的發
展，繼續發揮婦女半邊天的作用
，一定能為社會、為香港、為國
家作出貢獻，也能為自己構建一
個和諧美好的家園。」

大會今年還特備了精彩歌舞
節目，讓姐妹們展示才藝。

宴會場內高朋滿座，副主任
委員黃麗群致祝酒辭，帶領全場
姐妹及嘉賓舉杯共祝祖國繁榮，
香港更美好。中聯辦經濟部部長

王丙辛、協調部副部長廖勛，立
法會議員劉健儀，香港中華總商
會副會長莊學山及太太莊吳時，
香港廣州地區聯會會長何世柱等
各界嘉賓應邀出席。

大會籌委會成員包括丁毓珠
、林貝聿嘉、姜岩、江泓、劉佩

瓊、李碧葱、白荻、陳耘、鍾茂
如、林張麗琼、柯達權、胡葆琳
、孫淑元、高安鳳、區艷龍、黃
麗群、蔡關穎琴、鄧楊詠曼、譚
茀蕓、何超蕸、吳建芳、王煥珍
、吳絳星、陳麗華、陸茵、蒙美
玲等亦有出席。

【本報訊】記者方成報道：
國際婦女會 「敬老大會暨慶祝三
八婦女節聯歡宴會 2012」日前在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隆重舉行，
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廖勛，油尖
旺民政事務專員郭黃穎琦，國際
婦女會顧問、全國政協委員朱蓮
芬，國際婦女會顧問梁乃江教授
等蒞臨主禮，與該會主席彭徐美
雲及出席的逾千長者共賀新春。

出席的主禮嘉賓尚包括：社
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策劃
及統籌小組社會工作主任吳寶權
、廉政公署西九龍辦事處總廉政
教育主任葛嘉明、油尖警區警民
關係主任陳朝仲警署署長、國際
婦女榮譽會長陳鳳英等。

主席彭徐美雲致歡迎辭，她
指出，國際婦女會由前主席徐余
梅馨女士率一班熱心公益、志同
道合姊妹，於一九八六年創辦，
以不牟利慈善婦女團體，團結婦
女服務社會，開展福利事業。

她表示，承蒙姐妹厚愛，繼
任主席，在各方友好及該會同仁
的支持下，承先啟後把會務發揚
光大，回顧去年，該會在文化中
心舉辦了 「粵韻名曲獻愛心慈善
晚會」，籌得善款成績圓滿，她
感謝善長仁翁的慷慨支持，關懷
長者。她說，適逢今次敬老大會
及三八婦女節同日合辦，近千人

參與這個盛會，倍感開心，敬老
之餘，亦可表達對婦女們一生無
私貢獻的敬意。

廖勛致辭時向出席的長者送
上真摯的新春祝賀。她讚揚該會
在敬老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期
望該會繼續將之發揚光大，為長
者提供更好的服務。郭黃穎琦亦
讚揚該會過去多年，為婦女謀取
權益，幫助婦女融入社區，發展
所長，付出的愛心傳遍每個角落
，她祝該會會務興隆。朱蓮芬致
辭時指彭徐美雲繼承主席一職後
，身為女童軍總監的她，引入女
童軍的好朋友及不少女企業家入
會，為該會注入動力，成功轉型
，成為糅合 「老、中、青」的團
體。

一如以往，大會安排粵劇名

伶獻唱多首名曲，彭徐美雲與主
禮嘉賓郭黃穎琦向 6 位高齡長者
大派利是，氣氛溫馨熱鬧。出席
的各部門長官、嘉賓及首長包括
楊江麗珍、容陳美蓮、巫伍梅茵
、吳何家鳳、呂梁劍芬、招佩誼
、麥蔡文玉、徐守然、鄧朱錦韶

、陳霍麗雯、李家超夫人、白韞
六夫人、盧振雄夫人、任達榮夫
人、黃柳雲、鄧艷華、何張明珠
、馬寶文、彭曉明、彭穎生、容
鏡新、梁蔡少馨、吳君麗、盧洪
潔明、洪曼青、林映君、吳林鏡
吟、梁胡桂文、羅艷卿、陳好逑
、陳劍聲、王超群、文劍斐、鄧
美玲、何偉凌、裘倩儂、緗旖、
陳李佩英、趙鍾月瓊、梁祖成、
蘇仲平、林祖光等。

【本報訊】記者方成報道： 「南
海區羅村街道辦事處暨旅港南海羅村
同鄉聯誼會壬辰年新春聯歡宴會」，
日前在旺角倫敦大酒樓隆重舉行，中
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余汝文、新界
工作部副部長王小靈、九龍工作部副
處長梁鳳儀，香港新民黨主席、立法
會議員葉劉淑儀，全國政協委員、香
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王國強，民建聯
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慧琼，油尖旺
民政事務專員郭黃穎琦，羅村旅港知
名鄉賢、詠春拳一代宗師葉準等出席
主禮，與該會創會會長、永遠榮譽會
長鄧祐才，會長楊寶林，羅村街道辦
事處主任劉宗陽向出席的逾600名嘉
賓、鄉親送上新春祝賀。

鄧祐才致辭時表示，兩地一家

親，春節是中華民族最有凝聚力的
節日，羅村領導、鄉親遠道而來，
帶來濃濃鄉情，非常感動。

劉宗陽致辭時表示，與廣大鄉賢
共聚鄉情，共謀發展，倍感親切。

余汝文致辭時指該會會務過去不
斷向前發展，參與許多公益事業，為
香港繁榮穩定作出貢獻。該會會長楊
寶林致辭時感謝羅村領導及各位鄉親
遠道而來，令聯歡宴會生色不少。

出席晚宴的嘉賓尚包括香港南海
同鄉總會首席會長歐陽永、香港南海
商會理事長關亨時、香港三水同鄉會
會長禤國全、香港佛山工商聯會副會
長彭熾輝、香港南海同鄉總會常務副
理事長羅犖銘、香港新界廠商聯合會
會長黃世家等。

【本報訊】記者黃閩報道：
日前，香港陝西聯誼會第16次會
員大會暨第 6 屆理事就職禮在金
鐘萬豪酒店隆重舉行，近 400 位
各界嘉賓、會員歡聚一堂，共敘
鄉情。陝西省政協副主席王曉安
，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外交部
駐港副特派員李元明，中聯辦協
調部部長沈沖，民政事務局副局
長許曉暉，香港西安商會會長許
智明，陝西省省委統戰部副部長
王家春，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
長施榮懷，原國務院副總理吳桂

賢等蒞臨主禮。
陝西省政協常委、正大能源

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長鄭翔玲蟬聯
理事會會長，陝西省政協委員、
驪山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孫立明
任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鄭翔玲
在致辭中說，去年聯誼會舉辦了
多項活動，積極參與香港社會事
務，同時推介宣傳陝西，多次組
織會員回陝西考察，接待招商、
訪問團，為陝港兩地交流發揮橋
樑紐帶作用。還熱心公益事業，
進行扶貧助學捐獻。她表示，未

來將繼續團結鄉親，為香港和家
鄉的發展作出新貢獻，第 6 屆理
事定會大有作為。王曉安、殷曉
靜均在致辭中讚揚該會自1997年
成立以來，支持政府依法施政，
在香港社會事務中做了大量卓有
成效的工作，亦為陝港的交流作
出了貢獻，望聯誼會在香港回歸
祖國15周年之際，廣泛凝聚鄉情
的力量，為祖國、香港及家鄉做
更多貢獻。王曉安致送字畫予聯
誼會，上書「和衷共濟」，祝願國家
和平、社會和諧、家庭和睦。

香港陝西聯誼會第 6 屆理事
會成員包括：會長鄭翔玲，常務
副會長兼秘書長孫立明，副會長
董健、賈小俊、李宏、劉娟、吳
清煥，司庫田平，副秘書長汪建
生、陳靜以及理事王爽、王煥珍
、白延琴、余昆、李大成、林耀
明、邵勇、馬寶明、高博、許亮
、黃勵騰、楊尚霖、楊延武、楊
莉瑤、溫嘉明、葉大一、賈小偉
、賈鴻清、雷競斌、趙麗娟、劉
佩炘、劉巍、鄧海東、閻惠昌、
藍瑞明。

郭莉張靜婭梁愛詩等主禮

工商界婦女聯歡慶三八

香港工商界婦女紀念 「三八」 國際婦女節聯歡宴會，
日前在港島海逸君綽酒店宴會廳盛大舉行，中聯辦副主任
郭莉，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參贊、特派員呂新華夫人呂
張靜婭，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原中聯辦副主
任陳鳳英出席主禮。大會籌委會主任委員周娟娟致辭，為
創美好明天努力，一起編寫婦女輝煌的一頁。來自內地、
澳門、台灣的姐妹好友及各界嘉賓近500人聚首一堂，歡
度佳節。

本報記者 方 成

陝西聯誼會新屆就職 南海羅村鄉親新春聯歡

施氏宗親會新春聯歡

▲香港工商界婦女慶 「三八」 ，賓主合影

▲周娟娟（右）與蔡關穎琴（左）致送紀念品予中聯辦副主任郭
莉 本報攝

▲

左起：
彭穎生、
廖勛、彭
徐美雲、
彭曉明、
朱蓮芬合
照
本報攝

▲國際婦女會 「敬老大會暨慶祝三八婦女節聯歡宴會2012」 賓主合影

▲香港陝西聯誼會第16次會員大會暨第6屆理事就職禮隆重舉行 本報攝

▲王曉安（中）向香港陝西聯誼會贈送 「和衷共濟」 字幅，由鄭翔玲（左）及孫立明接受 本報攝

▲施氏宗親會舉行春節聯歡

【本報記者黎冬梅深圳電】深圳
市南山區僑商會日前在南山威斯汀酒
店舉行盛大酒會，慶祝該會成立十周
年，會議選舉港商孫國華為第三屆南
山區僑商會會長。來自香港中聯辦、
深圳市政協、南山區政協和政府部門
的領導及商會成員近三百人與會。

深圳市南山區僑商會自二○○一
年八月成立以來，充分發揮橋樑和紐
帶作用，商會工作得到了各位會董企
業的讚賞，同時獲得了各級政府部門
的普遍認可，為南山區、深圳市的經
濟發展和社會公益事業做出了積極貢
獻。

▲南山區僑商會十周年慶典上，港商孫國華（右三）當選第三屆南山區
僑商會會長

深南山區僑商會慶十周年

【本報訊】香港資深傳媒
人員聯誼會昨日舉行紀念鄧小
平南巡二十周年講座（上圖）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會
長、深圳特區報和香港商報原
社長吳松營於會上就鄧小平第
二次南巡發表精彩演講，深入
解釋了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的艱
難時期如何使中國走出困境。

吳松營當年作為深圳市宣
傳部副部長，受命負責鄧小平
在深圳視察期間的談話記錄工
作。他表示，鄧小平第二次南
巡講話，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潮

流，代表了廣大人民的意願，
為中國的發展再次撥正了航向
，為改革開放注入了新的生機
和活力，使中國繼續沿着中國
共產黨十三大確立的 「一個中
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

出席講座的嘉賓還有：中
聯辦宣文部副部長朱文、外交
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新聞及公共
關係主任唐銳、香港資深傳媒
人員聯誼會榮譽會長吳康民、
明報營運總監甘煥騰、香港商
報總編輯陳錫添以及一眾資深
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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