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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方成報道：香港新
界工商業總會在新一屆首長、會員的共
同努力下，會務不斷發展擴大，為了更
好的服務會員，總會在去年位於沙田火
炭坳背灣街2至12號威力工業中心2樓
購置了 3,000 多呎的新會所，並將於本
月 20 號在會所進行啟用儀式，標誌着
總會進入一個新里程碑。

香港新界工商業總會自 1973 年成
立以來，由二十多位中小企業家會員發
展至近二萬會員，現有新界西貢、上水
、沙田、大埔、荃灣、元朗、屯門、離
島、青年網絡及即將舉行首屆會董就職
的葵青分會共 10 分會和 5 個團體會員
。該會秉承發揚愛國愛港精神，維護和
促進香港經濟繁榮，維護工商業者之正
當經營和合法權益，促進各地商貿、文
化交流與合作，增進會員間之團結和促
進福利事宜的宗旨，堅決擁護 「一國兩
制」和 「基本法」，大力支持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力促香港保持穩定繁榮。
該會成立 30 多年來，積極參與社

會活動，多次舉辦大型活動，如與公民
教育委員會成功合辦紀念辛亥革命100
周年、環保低碳生活講座、多屆北大國
情研習班、人大政協簡報座談會等大型
活動，受到各界廣泛好評。同時，總會
不遺餘力支援內地貧困學生，援建 「希
望小學」、 「特困婦孺安居房」以及中
國星火基金會 「星火護心行」活動等，
亦積極組織會員到內地參觀考察，加強
香港與內地的經濟交流與合作，如粵東
、增城、肇慶、江蘇、連雲港及欽州行
等考察活動的開展，積極推動工商界人
士支持祖國的經濟建設。

新會所的啟用相信一定會對該會團
結、凝聚會員，起到更好的平台作用，
為促進香港與內地經濟、文化交流與合
作，為香港繁榮穩定，為祖國的現代化
建設作出新的貢獻。

新界工總新會所將啟用

【本報訊】記者黃閩報道：日前
，香港泉州慈善促進總會於北角新都
會酒樓舉行會員大會暨新春聯歡宴會
，會長陳守仁、主席駱志鴻等與近百
位會員及友好出席。大家聽取 2011
年會務報告和財務狀況報告，並通過
多項議案。參加春茗的該會主要首長
還包括吳天賜、柯達權、洪建築、孫
禮賢、陳榮旋、姚加環、楊協生、林
文培、沈墨同、韋梓輝、曾金城等。

駱志鴻作會務報告時表示，2011
年是總會工作重點從扶助家鄉慈善事
業，逐步轉向本港社會服務的第一年
。在各位董事及各位會員的熱心參與
下，該會秉承 「團結鄉親，共襄善舉
，造福桑梓，服務社群」的宗旨，各
項會務均得以順利開展，在本港和家
鄉都取得很好的反響。如 2011 年初
，在包括陳守仁、駱志鴻、姚志勝、
林向明、姚加環、蘇千墅、陳榮旋、
陳亨利、邱季端、邱天生、莊啟翁、
盧溫勝、洪建築、王明洋、王啟水、
林黎明等慷慨解囊捐助下，該會在北
角堡壘街購買了一個 1200 呎的物業
，作為香港泉州慈善促進總會長者活
動中心，在 2011 年 3 月啟用，為長者
提供服務；另外，去年家鄉高甲戲來
港演出，該會出資購買了數百張的戲
票贈送鄉親長者前往觀看；在中秋節
該會亦買了大批月餅到老人中心慰問
長者；工展會期間，駱志鴻捐款資助
10戶貧困家庭到場參觀、採購等。

該會並於去年向家鄉捐出善款

46 萬元人民幣，用於開展為弱勢群
體的免費慈善門診，以及為貧困學生
捐助學費、孤兒助養、殘疾人配上義
肢、聽力障礙的兒童配上助聽器等。
在本港，10 名香港學生獲資助到華
僑大學學習，該會並捐出 50 萬元設
立了 「華僑大學香港學生獎助學金」
，去年有 20 位學生受惠；該會繼續
捐贈給兩所福建學校每年各5萬元的
獎助學金。這一系列活動，大大增強
了該會的凝聚力和影響力，並獲各界
的認可。其中，泉州家鄉政府頒發了
「傑出貢獻獎」給該會；在泉州市慈

善總會十周年暨慈善表彰大會上該會
並被授予 「慈善貢獻獎」。

駱志鴻還報告了該會積極參與本
港社會事務的活動，如與 「香港新家
園協會」簽署了合作協議，共同為新
移民鄉親開展服務；參加福建社團聯
會及屬會的一系列活動；協助泉州大
學籌委會及泉州師範學院董事會港澳
辦的工作；組團訪鄉參觀考察投資興
業扶貧助學；特別是陳守仁於 2011
年底率家族成員回鄉捐贈 1000 萬予
泉州市慈善總會，協助開展慈善工作
。他表示，新的一年，總會將與廣大
會員鄉親同心同德，繼續秉承創會宗
旨，不斷努力推動慈善工作。

陳守仁吳天賜兩位首長亦在致詞
中向大家拜年，祝大家新春快樂、年
年行大運，並希望同仁繼續慷慨解囊
，參與該會的各項慈善，為幫助弱勢
社群貢獻一分力量。

泉州慈總新春聯歡

【本報訊】日前， 「廣州地區政協香港委
員聯誼會成立十六周年暨二○一二新春聯歡晚
會」在灣仔會展中心隆重舉行，中聯辦副主任
黃蘭發，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李元明，香港基
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中聯辦協調部部長
沈沖，廣州市政協原主席林元和，副主席簡文
豪、冼偉雄等蒞臨主禮。逾千位各界嘉賓及內
地領導出席了盛會，其中包括逾 80 位荔灣區
港區政協委員，現場氣氛熱烈。

回歸十五年來，香港和內地的交流不斷深
入，經貿合作更加緊密。在過去一年，荔灣區
港區政協委員亦在履行政協委員責任方面竭盡
所能，熱情關心和參與香港的社會事務，積極
促進香港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並為廣州市的
各項建設建言獻策，在參加歷場的政協會議時
，委員們均踴躍提出議案，為推動港穗交流合作
，充分發揮了港區政協委員獨特的雙重作用。

廣州市政協領導亦高度評價包括荔灣區委
員在內的所有港區委員，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

和愛國愛港熱情，廣泛團結社會各界人士，支
持特首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維護香港的繁
榮穩定所作出的積極貢獻。他並讚揚委員們充
分發揮港區政協委員的雙重作用，成為促進穗
港經濟繁榮發展及社會和諧穩定的一支不可替
代的力量，成績有目共睹。

荔灣區地處廣州市西部，俗稱西關，因
「一灣溪水綠，兩岸荔枝紅」的美麗景致而得

名，是廣州市獨具嶺南特色的中心城區和廣佛
都市圈的核心區。東部與越秀區相連，北部、
西北部與白雲區水陸相通，西部與佛山市南海
區接壤，交通四通八達，地理位置得天獨厚。

荔灣自古以來風物薈萃、名勝雲集，是廣
州海上絲綢之路的起始地、嶺南文化的中心地
、近代中國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國改革開放的前
沿地的縮影和窗口。兩千年的歷史長河，在古
老的西關流淌、沉積，形成了商埠名店、古剎
祠堂、老街舊居、美食曲藝、國醫保健、掌故
傳說、花香茶濃等豐富人文資源。佛祖達摩的

「西來初地」、 「嶺南建築藝術寶庫」陳家祠
等享譽中外。

近年來，荔灣區在廣州市委、市政府的正
確領導下，進一步解放思想、開拓創新，結合
區情實際，確立了 「文化引領、商旅帶動、產
業轉型、創新驅動、環境優化」五大發展戰略
，大力推進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建設，取
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隨着《珠江三角洲地區
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的實施
、廣佛同城化的深入推進和廣州市建設國家中
心城市的提出，荔灣面臨新一輪的發展機遇，
提出了爭做 「中調」戰略示範區、建設廣佛同
城化先行區、打造現代服務業集聚區、力建嶺
南文化展示區，着力打造具有資源配置、經濟
輻射、城市布局、社會事業輻射等多功能的
「廣佛之心」，建設 「文化荔灣、低碳荔灣、

智慧荔灣、幸福荔灣」的發展目標。古老的荔
灣正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展現出廣闊的發
展前景。

荔灣港區政協委員積極參政議政

【本報訊】香港龍湖同鄉聯誼會於日前舉辦了
「新春行大運——文武廟、香港動植物公園、赤柱、

馬坑公園、酒家粵菜宴一日遊」活動。一百七十位鄉
親在創會會長吳天賜和監事長洪重慶的帶領下，分乘
三架旅遊巴士開始了當天的旅程。

不消二十分鍾，大家到達首站——位於上環的文
武廟。鄉親們進廟禮佛，點香、許願、膜拜、捐香油
，親臨參觀使大家更了解了該廟的歷史。之後，鄉親
們移師禮賓府隔壁的香港動植物公園。數最能抓住大
家眼球的，非龍鳳雙胞猩猩莫屬，興趣盎然的鄉親們
秩然有序地排隊參觀。而另一隅的溫室裡，五顏六色
的蘭花綻放，香溢人心。

午膳的時候，監事長洪重慶和創會會長吳天賜分
別講話，他們均表示龍湖鄉會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促進鄉誼，聯繫鄉親，會員人數不斷上升，吸引力越
來越強，會務蒸蒸日上，在這新春伊始之際，祝鄉親
們新年行運一條龍，並即場向鄉親們派發新年利是。
而未能親臨現場的會長洪游奕和理事長許成沛也特別
有心地交代副秘書長鄭科雄給鄉親們帶來新年的祝福
，祝願鄉親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新年新景象！

香港晉江同鄉會會長董吳玲玲也特別在百忙之中
，和永遠榮譽會長姚加環，常務副會長施文誕，晉籍
區議員許清安、丁江浩等十多位會董前來探望，董吳
玲玲恭祝大家新春愉快，萬事勝意！並勉勵大家齊心
協力，積極參與社會事務，認真支持社區發展，共創
美好社區。

下午的行程以 「保育、教育、休閒」為主題。馬
坑公園的北帝廟、千年古井，毗鄰的美利樓，天后古
廟，酒吧街，赤柱市場，把古今中西共冶一爐，加上
那迷人的海灘與陽光，讓鄉親們度過了一個愉快美好
的新春之日。

龍湖同鄉會新春一日遊

【本報訊】沙田扶輪社於日前組三
十七人代表團前往河源市及紫金縣進行
為期三天的工業考察活動，該團由社長
陳國源；副社長葉小帆；前社長陳漢斌
、趙偉雄及社友曹金富與九龍東扶輪社
社友姚正安及友好等熱情參與。該社前
社長簡松年身兼香港河源社團總會首席
會長及副社長葉小帆為常務副主席，一
行獲河源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賴澤華
及河源市政協常務副主席具鐵祥等熱情
款待。

河源市領導介紹了河源市擁有二千
二百多年悠久歷史、深遠的客家文化及
天然資源優勢。團員透過參觀考察，親
身體會到 「客家古邑，萬綠河源，溫泉
之都及恐龍故鄉」河源市四大品牌。在
工業推進方面，河源市建設高新開發區
第三期工程，以珠江三角洲產業轉移為
目標，中山（河源）產業轉移園經過競標
，成為廣東省首批示範性產業轉移園。
在城規建設方面，訂立 「公園城市，嶺

南水城」為發展方向。省政府對河源市
在環保及保育方面訂下嚴格指標，提高
了城市亮化、美化、綠化及文化水平。

一行往紫金縣期間，受到縣政協主
席葉益明及四位副主席設宴招待，以當
地的特色 「黑毛豬」為主菜，三位紫金
縣名廚專程主理道地的客家名菜招待團
友，配以客家黃酒，令團友們大快朵頤
。他們並參觀了由華南城集團發展的物
流中心及地產項目。

訪問河源期間，參觀福新工業園的
生產毛衣程序，了解該廠由以往密集勞
動力生產，現轉為全自動電腦化編織機
技術，成為標杆式典範。他們並獲邀遊
覽供港食水之萬綠湖，親身感受到自上
世紀六十年代中河源市為香港供應東江
水，嚴格監控水的品質而拒絕了眾多有
違環保的投資項目。興建新豐江水利工
程，使港人能安全有效地享用東江水，
體會飲水思源，感受到河源市對香港所
作的貢獻。

沙田扶輪社河源紫金考察

主席蕭曾鳳群致詞說：「三八」國際婦女節
，在一百零二年前的今日誕生，至此，婦女的
社會地位逐漸得到改善，中國婦女從三步不出
閨門，到投身社會，掀起了婦女運動的高潮。

相隔半個世紀，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在香
港中西區誕生，從此肩負着扶老慈幼的社會責
任，為投身社會的婦女解決照顧家庭，託管幼
兒的後顧之憂。在前賢姐妹艱辛開拓，後繼努
力耕耘，該會姐妹同心同德，會務不斷發展，
在平凡工作上，為慈善為社區做出了不平凡的
貢獻，為社區謀福祉。

她又說：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成立以來，
在社區本着扶老慈幼精神，面向社區，面向基
層，不斷發展。該會服務範疇，包括幼兒、教
育、青少年服務、長者、安老服務，更體現了
該會首長、副首長、委員姐妹們的勤勞與智慧
並重，未來仍一如既往為廣大市民提供適切服
務。

▲香港泉州慈善促進總會舉行會員大會暨新春聯歡宴會 本報攝

▲西區婦女會首長向吳仰偉（中）致送紀念品 本報攝

【本報訊】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
昨日在銅鑼灣富豪酒店舉行慶祝三八
國際婦女節聯誼聚會。中聯辦港島工
作部部長吳仰偉、永遠名譽會長蕭司
徒潔、以及該會首長應邀出席共度佳
節。

▲荔灣區委、區政協多位領導及港區委員劉建學、麥可君、岑志邦、張蘭等80多位委員出席了是日晚宴。前排左起：胡愛東、鄒璇、葉
錦祥、盧玉萍、麥可君、王慎初、李耀楷、鄧例怡等。 本報攝

▲沙田扶輪社訪問團獲河源市領導賴澤華（右六）、具鐵祥（右七）熱情接
待，陳國源（右五）、簡松年（右四）及葉小帆（左二）等出席晚宴

◀新界工商
業總會位於
沙田火炭坳
背灣街威力
工業中心2
樓的新會所

◀ 董 吳 玲 玲
（左八）、吳
天賜（左六）
、姚加環（左
四）、洪重慶
（右五）等參
加新春行大運

▼香港龍湖同鄉聯誼
會舉辦新春行大運一
日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