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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嘉賓雲集，各方好友前來道賀，包括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李文，全國政協委
員、該會會特邀榮譽會長王國強，廣東省政協
委員、該會特邀榮譽會長吳惠權、鄭卓標，廣
東省政協委員、該會特邀名譽會長楊鑫、陳偉
能，沙田民政事務處專員杜彭慧儀，大埔民政
事務處專員黎旨軒，北區區議會主席蘇西智、
副主席侯金林，沙田鄉事委主席莫錦貴，香港
金利來副主席兼行政總裁曾智明，廣州市委統
戰部副部長董延軍，廣州市委統戰部副部長、
廣州工商聯黨組書記張鏡初等。

嘉賓雲集各方道賀
廖榕就致詞時表示，總會自 1973 年成立

之初只有二十多位中小企業家會員發展成今日
近二萬人規模的新界最大的商會，現有 10 分
會和5個團體會員，匯集了香港各行各業之精
英。30 多年來，總會一直積極參與社會及地
區活動，多次舉辦各類大型活動，服務社會、

關心弱勢團體、捐資助學，頻繁組織會員深入
內地考察，努力推動工商界人士支持祖國的經
濟建設，廣受各界好評。隨着會務不斷發展壯
大，他指，設立一個寬敞明亮的會所已成為優
質服務會員、深入拓展會務的當務之急。

廖榕就開心的說，今天是個好日子，新會
所的啟用標誌着總會進入新一輪發展的里程。
新環境，新景象，新風貌，總會乘揭幕之東風
，進一步團結凝聚會員，增進會員間的溝通交
流，維護工商業者合法權益，推動開展各項會
務活動，促進香港與內地經貿往來。他期望新
會所的啟用為促進香港及國家經濟繁榮發展，
為祖國的現代化建設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曾德成致詞時讚揚總會成立 30 多年來，
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方面，所取得的成績有
目共睹，總會首長、會員同仁更是業界的翹楚
，愛國愛港，一直致力團結同業，推動工商貿
易，關注社群，積極參與公眾事務，支持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為了配合香港的長遠發展，總

會積極培養人才。他表示，新會所的啟用，定
能令總會更好發展會務，竭力推動社會繁榮進
步。曾德成祝總會大展鴻圖，前景輝煌。

冀穩步發展及壯大
張興來致謝詞，他感謝特區政府、中聯辦

、內地各級政府、香港各界友好人士長期的支
持及關心，該會歷屆會長、團體會員的共同努
力，特別是中聯辦新界工作部的厚愛，令該會
競爭力日益提升，以至穩步發展及壯大。

總會會所位於沙田火炭坳背灣街 2-12 號
威力工業中心2樓，面積達3000多呎，不少嘉
賓讚嘆會所寬敞明亮，設備齊全，裝修精美。
出席會所揭幕典禮的嘉賓尚包括：吳顯標、唐
成良、吳應文、陳滌城、李啟和、劉定銳、黃
文興、李小敏、許紹奔、蕭文英、曾智勇、祝
時舜、薛健斌、范永新、李俊俏、黃艷明、譚
小棠、戴慕軍、陳偉、宋強、郭鋼、劉天華、
柳毅芬、吳振興、邱為民、孫群英等。

【本報訊】中國通信服務香港
有限公司日前舉行新春酒會暨晚宴
，會上並舉行各項業務展覽。該公
司的上級主管公司——中國通信服
務廣東公司及其他領導，聯同相關
姊妹專業公司的領導專程到港祝賀
。中聯辦法津部部長馮巍、經濟部
副部長許琳等中聯辦相關領導、本
港及澳門電訊界各公司高層人士、
商界人士及合作夥伴亦出席支持，
交流業界訊息，場面熱鬧。

據悉，中國通信服務拓展海外
市場成效顯著，已經在50多個國家
和地區建立了分支機構，海外業務
收入更超過人民幣30億。

中國通信服務廣東省通信產業
服務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張華山及中
國通信服務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總經
理潘明致辭時表示感謝業界同儕和
社會各界多年來的支持及指導。中
國通信服務以 「上善若水、為資訊
化服務 合作共贏、建世界級網絡
」的發展目標為公司的企業理念。

此外，亞太區在2012年仍然是
全球經濟發展的聚焦動力點、而資
訊科技不斷的進步，區內企業對電

信基建服務的強勁需求，將為公司締造不少機
遇及挑戰。故此，他們希望中國通信服務香港
把握現有的合作契機，發揮互助合作精神，拓
展更廣闊的市場空間，使中港澳電信界持續璀
璨繁榮地發展。

【本報訊】記者黃閩報道：香港製衣業總商會日前假尖沙咀
香格里拉酒店舉行第25屆會董就職典禮暨壬辰年春節聯歡晚會。
特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工貿署署長關錫寧應邀擔任
主禮嘉賓。逾 300 位會員及各界友好聚一堂，同申慶賀。中國服
裝協會副會長、真維斯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楊勳眾望所歸蟬聯新
一屆會長。

楊勳在致詞時首先就其本人出任第24屆商會會長期間，得到
各位會董及會員的信任和支持，以及再次被推選連任為第25屆會
長，表示衷心的感謝。他指，由於受美國及歐洲多國的評級和債
務問題影響，香港經濟環境及出口貿易仍需較長的時間恢復，今
年對整體服裝製造業來說將是困難的一年。香港製衣業總商會將
會繼續加強與行業各界之間的緊密聯繫，積極與政府各部門及中
港兩地的溝通和交流，擔當橋樑的角色，維護行業的發展和利益
，為廣大會員企業謀福祉。他相信在中港兩地政府及有關部門大
力支持下，在全體會員的共同努力下，發揮互相關懷，齊心協力
的精神，定能克服困難，創造商機，實現多方共贏，為社會做出
更大的貢獻。

蘇錦樑在致詞時指，作為香港的經濟支柱之一的製衣業，對
本港的經濟發展和繁榮貢獻良多，成績有目共睹。他並用著名華

裔籃球明星林書豪作比喻說，機會是關鍵的因素。因此政府近期推行了多項
有利措施，為業界提供機會和空間，以利發展。如放寬有關融資擔保條件，
更進一步幫助企業評估風險，設立企業升級轉型發展基金等，希望此舉可令
業界得到持續的發展。他並祝在座各位生意興隆，身體健康，萬事順意。

之後，主禮嘉賓為該會會董會成員頒發了證書，副會長譚展明致謝詞，
賓主共同舉杯為國家昌盛富強、香港繁榮穩定、大家事業順利乾杯。香港製
衣業總會第25屆會董會主要成員包括：永遠名譽會長陳瑞球；名譽會長鄭維
志、陳永棋、梁劉柔芬、蔡衍濤、譚志峰；會長楊勳；副會長鄭文彪、朱昭
文、李澤明、譚展明等。

新界工商總會新會所揭幕

香港新界工商業總會前日隆重舉
行火炭新會所揭幕典禮，中聯辦副主
任周俊明，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
曾德成，中聯辦新界工作部部長陳卓
出席主禮，與該會首席會長廖榕就，
主席張興來，會長王庭聰、江達可、
程練傳，特邀名譽會長羅有雄共同為
會所揭匾。廖榕就表示，新會所的使
用標誌着該會進入新一輪發展的里程
，今後定更加努力，為香港、為國家
做出更多貢獻。

本報記者 方成
▲左起：羅有雄、王庭聰、廖榕就、陳卓、周俊明、曾德成、張興來、江達可、程練傳共
同為新會所揭幕 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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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方成報道：香港文化傳
播協會日前假北角新都會大酒樓舉行龍年春
茗聯歡晚會，該會會長張林感謝全體會員多
年來對會務工作的參與投入，希望大家秉承
相互扶持、不離不棄的精神，為振興會務繼
續努力。

文傳協的宗旨是高舉 「振興中華、傳播
文化」的旗幟，發揚 「愛祖國、愛香港」的
精神，擁護《基本法》，落實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為
弘揚中華文化，促進香港文藝繁榮作貢獻。

會長張林致詞時表示，今年是香港回歸

祖國15周年，又是香港的換屆年，大家要同心
協力，完成好各項工作。與會理事都表示會再
接再厲，為促進兩地經貿文化交流作出新貢
獻。名譽會長張仲良在晚宴上向大家祝酒。

聯歡晚會上，與會者把酒言歡、場面熱
鬧、氣氛和諧。全國政協常委、四洲集團主
席戴德豐博士贊助了當晚的活動。文傳協名
譽會長張仲良，會長張林，常務副會長張力
，副會長張穗強、張蘭，副秘書長潘曉平，
理事馮鶴亭、王繼英、孟至剛、李少華、于
競超、張建明、邱寧、蔡禮文、容婉珍、雲
偉堅參加了慶祝活動。

【本報訊】日前，獅子會禁毒
先鋒隊創會主席兼榮譽總指揮官廖
漢輝為中國近代禁毒文物展覽開幕
禮主禮。

廖漢輝表示，獅子會禁毒先鋒
隊是一個以學校為單位的制服團隊
，提供一系列訓練課程，包括禁毒
常識及體能操練。隊員以中一至中
六學生為主，在十八區內招募，每
區兩至三間中學，每間中學三十人
為一小隊，期望隊員能在朋輩中發
揮領導作用，齊聲對毒品說不，成
為致力抗毒的青少年制服團體。

廖漢輝創隊主席展望禁毒先鋒
隊能成為本港首個以 「抗毒」為主
要理念的制服團體，培育一眾愛國
愛港的青少年，讓他們進身為服務
社群的優良服務隊伍， 「先鋒隊」
會透過不同類型的教育及活動，將
毒品禍害這訊息傳遞至社會各角。
冀望所有學生能遠離毒品，廖主席
認為不少青少年的警覺性都很低，

很容易受到朋輩影響或好奇心驅使
，誤以為吸食精神藥物是無傷大雅
，甚至視為潮流，輕視其損害性，
但其實這種濫藥行為不但對身體構
成傷害，嚴重影響身心發展，更會
觸犯法例，影響前途。

作為香港南區工商業聯合總會
的創會主席，廖漢輝表示，該會將
於今年五月舉辦 「青少年體藝嘉年
華」，規模有如小型亞洲青少年運
動會，藉着比賽以鼓勵青少年鍛煉
體魄和堅毅意志，並讓青少年發揮
所長。廖漢輝相信，青少年如能將
精力投放於有益身心的活動，有助
他們遠離毒品的引誘。

當日的主禮嘉賓還有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保安局副局長黎棟國先
生、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
范佐浩國際理事、盧奕基政治助理
、獅子會禁毒先鋒隊總指揮譚鳳枝
及警察歷史收藏學會創會會長林建
強。

訂正
昨日社團版有關惠安總會宴

何景龍一稿中， 「何景龍」 正確
應為何錦龍，特此更正。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二十二
日電】廣州醫學院日前舉辦 「志願
追鋒——廣州醫學院團員青年大學
生學習趙廣軍先進事跡交流會」，
參加活動不乏海外留學生， 「洋雷
鋒」出現在大學校園，成為一大亮
點。有留學生表示，愛心無國界，
以後還要把 「雷鋒精神」帶到自己
的祖國去。

在交流會上，趙廣軍率領800多
名學生宣讀志願者誓詞，其中包括
多名外國留學生，分別來自印度、
坦桑尼亞以及尼泊爾。

2010 級留學生、來自坦桑尼亞
的Raphael表示，在一年級的時候，
參加了廣州醫學院青年志願者協會
至靈義工團的義賣活動，她和中國
同學一起，把義賣得來的報酬為廣
州市至靈學校的小朋友們買學習用

品。她有兩個中文名，一個是 「艾
倫」，一個是 「和平」，她希望能
通過自己的愛心，幫助需要幫助的
人，達到和平與幸福。

有着黑皮膚，閃爍着真誠與晶
亮眼眸的她表示，剛來到廣州學醫
時，是學校、身邊的老師、同學給
了他們這些留學生無私的幫助，身
邊有很多 「活雷鋒」。現在，她也
要好好學雷鋒，變身 「洋雷鋒」，
學好漢語，學好醫學知識，以具備
能力為更多需要幫助的人提供服務
，以後還要把 「雷鋒精神」帶到自
己的祖國去。

【本報訊】港九機械電器儀器業商會日前
假旺角倫敦大酒樓舉行春節聯歡晚宴，晚會筵
開二十八席。中共廣州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廣
州市工商聯黨組書記、廣州市總商會第一副主
席張鏡初；廣州市工商聯合會副主席劉定銳；
原廣州市政協聯絡委員會副主任吳其英；中聯
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余汝文；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召集人、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袁武，香港
中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張成雄；廣東省政協
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聯絡委員會主席余鵬春
，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處長梁鳳儀，港九機械
電器儀器業商會會長冼緯中等領導首長出席宴
會，與來自廣州及其他友好團體三百多人共聚
情誼，歡慶新春。

油尖旺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主管（北）鄺
家權、中聯辦辦調部秘書孫剛、港區省級政協
委員聯誼會總幹事丘東、香港遼寧協聯會永遠
榮譽會長陳壽同、中國香港合球總會主席鄭偉
明、中信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陳國強；廣州市
工商業聯合會、香港中華總商會、九龍西區各
界協會、中國香港合球總會等友好團體亦派員
出席。

冼緯中在晚宴上致辭前，先代表全體會董
，恭祝各位來賓、會董及朋友龍年龍精虎猛、
福澤臨門、生意興隆、財源廣進、身體健康。
他說，二○一一年，對投資來說是大起大落的
一年，最主要是聯儲局推出二輪量化寬鬆後，
美國仍現經濟疲態，歐債危機令情況更為惡化

。但無論外間的環境如何變化，香港背靠祖國
，內地經濟仍然持續穩定發展，國家 「十二五
」規劃把香港融入祖國的經濟發展，為香港創
造機遇，並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今年
是香港回歸十五周年，相信在國家大力支持下
，只要社會各界團結一心，和衷共濟，他深信
香港明天必定會更好。

冼緯中又感謝過去一年，該會在眾會董的
努力及熱心會員支持下，會務得以順利發展。
今後該會將秉承愛國愛港愛會的踏實作風，繼
續團結、吸納會員，積極發展會員福利及聯誼

活動，並關注香港社會事務，支持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更希望各位會員、會友繼續鼎力支持
和參與該會活動，讓該會共同努力把會務工作
辦得更好。

副會長鄧燾致祝酒辭，又帶領主要嘉賓恭
祝各位龍年行好運，萬事如意，祖國繁榮昌盛
。席間友好相互祝酒，互道新春問候，場面一
片溫馨。

其他出席晚宴的商會首長還包括永遠榮譽
會長楊東輝、周熾昌、麥燦煜、廖新南、何其
揚；副會長鄭達賢、余桂珍、呂啓成、雷運河等。

機械電器商會春節聯歡

▲主禮嘉賓祝酒，祝各會員、會友萬事如意，身體健康 本報攝

製
衣
商
會
就
職
暨
春
茗
聯
歡

▲主席台上賓主
合影

本報攝

▲楊勳會長（左
）致送紀念品予
蘇錦樑局長

本報攝

中國禁毒文物展揭幕
黎棟國廖漢輝等主禮

文化傳播協會不遺餘力
推動兩地經貿文化交流

▲

香港文化傳播
協會春茗聯歡，
與會者開心合影

本報攝

廣州留學生爭當洋雷鋒

▲圖為海內外大學生宣讀志願者誓詞 本報攝

▲香港新界工商業總會新會所揭幕典禮上，
賓主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