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中國佛教協會、香港佛教聯合會及中
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舉辦的，第三屆世界佛
教論壇暨香港佛教界迎請佛頂骨舍利蒞港瞻
禮祈福大會，即將於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
日舉行。在昨日的發布會上，中華宗教文化
交流協會副會長蔣堅永指出，是次佛頂骨舍
利赴港供奉，是南京佛頂骨舍利重光後的首
次出巡，希望可為香港帶來福祉。

本報記者 汪澄澄

傳遞和平吉祥 為港人帶來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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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二十七日電】港人北上聯
姻漸成趨勢，近年來內地尤其是華南區域舉辦的系列
相親活動均能看到眾多香港單身青年的身影。據透露
，定於下月 15 日在東莞樟木頭觀音山上演的第二屆
港深莞萬人相親會，目前已吸引了 2000 多名單身青
年踴躍報名登記，其中有超過兩百名香港單身青年，
港男、港女比例基本相若。

下月中樟木頭舉行
近年來隨着香港與內地的關係不斷密切，深港兩

地的婚嫁觀念在悄然改變，而港人北上聯姻正朝着常
態化發展。值得關注的是，近年在香港男子與內地女
性聯姻人數出現下降趨勢的情況下，港女北上聯姻人
數反而上升。

「這幾年以來，港男、港女北上內地聯姻人數的
差距在不斷縮小。」據深圳羅湖婚姻登記處有關人士
向記者透露，深港聯姻的新人近年來趨向年輕化，與
此同時到內地求偶的港女逐漸多了起來。另有內地某

著名交友網站對在該站登記的香港女性做調查發現，
自2006年至今，登記註冊的香港女性以每天230人的
速度遞增，目前已有超過3萬多名香港女會員，每年
華南區域均有三至四次有香港女性參加的聯姻活動。

記者了解到，近年來內地舉辦的系列相親活動均
能看到港男港女的身影，此次涵蓋香港、深圳、東莞
三地的萬人相親會也不例外。據統計，目前已踴躍報
名的兩千多名單身青年當中，除了來自深圳及東莞的
1800多名報名者，更有超過200名香港單身青年加盟
相親隊伍，其中有103名港男和98名港女。

據組委會秘書長鍾浩光介紹，已報名的單身青年
男女比例基本平衡，單身女青年略微偏多。其中有七
成為白領階層，當中不僅有律師、醫生等高收入人員
，另外也有事業有成的企業家。

據了解，此次相親會安排有玫瑰傳情大型相親互
動活動、浪漫咖啡約會亭、 「相親牆」、微博上線約
會、現場版 「非誠勿擾」、時尚婚紗秀、全世界最大
花崗岩石雕觀音像前許願儀式。

粵堵截雙非孕婦赴港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二十七日電】 「雙非」孕婦赴港

產子，對香港造成了不小的壓力，粵港雙方正聯手打擊非法
中介。目前，廣東由公安部門牽頭，由出入境、計生辦及衛
生廳等多個部門配合，協調分工，部署打擊非法中介，已收
到成效。

有關官員透露，自從省長朱小丹在香港承諾支持香港特
區政府解決 「雙非」孕婦赴港產子的問題後，專門設立了聯
席會議制度，多個部門參與，至今已先後召開了四次會議，
部署打擊非法中介。

官員還說，目前，正由公安部門牽頭，出入境、衛生廳
等多個部門配合，部署打擊非法中介，已取締了一批非法中
介。有不少非法中介公司關門停業，但亦有非法中介公司轉
入地下營業，仍要嚴加打擊。此外，邊檢部門加強檢查，把
好邊檢這道關卡，對孕婦赴港嚴加檢查。

蔣堅永並強調，是次論壇以 「和諧世界，同願同行
」為主題，希望能凝聚兩岸四地民眾的互相理解和信任
，擴大世界佛教界的聯繫與對話。

世界佛教論壇由中國兩岸三地的八位大德長老於二
○○四年發起，於○六年首次在浙江舉行，○九年的第
二屆論壇，則先後在無錫和台北舉行，本屆論壇正當香
港回歸祖國十五周年之際，在港舉辦。本港曾於一九九
九年和二○○四年，兩次迎來佛舍利，本次則迎來佛頂
骨舍利，是香港開埠以來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佛事盛
典。

世界佛教論壇同期舉行
是次蒞港供奉的是現存唯一的釋迦牟尼頂骨舍利，

蔣堅永指出，此次佛頂骨舍利赴港供奉，是繼一○年六
月，於南京棲霞寺盛世重光後的首次出巡，也使得香港
成為迎請供奉過佛牙、佛指、佛頂骨舍利的唯一城市，
充分體現出中央政府對香港的關愛。他希望佛頂骨舍利
蘊含的慈悲與智慧，可傳遞和平與吉祥，帶給香港市民
福祉，為香港回歸十五周年帶來吉祥。

蔣堅永並表示，今次兩大活動同時在港舉辦，可謂
是因緣殊勝、千載一時的盛會，也是世界佛教界的大事
喜事，將會給香港帶來和諧、安定與繁榮，並增進內地
與香港的交流與合作。他指出，三屆佛教論壇的主題都
突出 「和諧」的理念，是次論壇的主題為 「和諧世界，
同願同行」，而和諧是人類社會的共同理想，是五千年
中華文化的核心範疇和價值所在，同時也是佛教倡導和
奉行的根本理念，希望是次論壇能本着這樣的宗旨，凝
聚兩岸四地民眾的互相理解和信任，擴大世界佛教界的
聯繫與對話。

覺光長老祈願盛世圓滿
是次活動籌委會主席、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長

老亦指出，是次佛頂骨舍利重光後，首次赴內地以外的
地區展覽，而是次世界佛教論壇也是首次全程在中國內
地以外的地點舉辦，香港民眾能夠有機會瞻禮人生難得
一見的稀有國寶聖物，充分體現了內地人民，特別是佛
教界對香港同胞的盛情，亦必將促進世界各國佛教界的
團結和教內外的和諧。他並祈願 「盛世圓滿，佛法興隆
，世界和平」，並祝願市民 「身心自在，福慧同臻」。

出席昨日發布會的還有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學誠法
師，香港佛教聯合會執行副會長寬運法師、宏明法師，
香港佛教聯合會常務董事衍空法師和南京棲霞寺方丈隆
相法師。

▲近年來內地舉辦的相親活動以及集體婚禮均能
看到港人身影 本報攝

佛頂骨舍利佛頂骨舍利下月蒞港供奉下月蒞港供奉

◀香港佛教聯
合會會長覺光
長老昨天出席
新聞發布會

【本報訊】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暨香港
佛教界迎請佛頂骨舍利蒞港瞻禮祈福大會即
將於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舉行，期間將
以傳統及多媒體方式，呈現多個分論壇，期
間，會將佛頂骨舍利開放予公眾瞻禮。中國
佛教協會副會長學誠法師表示，希望通過與
社會各領域人士的互動，促進佛教自身的完
善，以更積極有效地回饋社會。

關於佛頂骨舍利瞻禮祈福大會，香港佛
教聯合會執行副會長宏明法師介紹，舍利開
放予公眾瞻禮的時間共六天，從四月二十五
日至三十日，期間共將安排二十六場，並將
另設八場佛法會和四場懺摩法會。而四月二
十八日佛誕正日，大會將如往年一樣，舉行
浴佛大典，三十日上午，將舉行獻圓滿大供
，隨後佛頂骨舍利將被護送至澳門供奉。

關於論壇，香港佛教聯合會執行副會長

寬運法師稱是次論壇於香港回歸十五周年之
際在港舉辦，是凝聚天時地利人和。他介紹
，是次論壇是香港有史以來舉辦的最大型的
國際佛教會議，屆時將有來自韓國、日本、
印度、泰國、斯里蘭卡、澳洲、美國等五十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匯聚香江。

寬運法師表示，論壇開幕禮將於四月二
十六日上午，在香港體育館舉行，屆時，中
央領導人、行政長官曾蔭權都將出席典禮。
此外，歌手王菲也會應邀獻唱大會主題曲，
並有來自國內及海外的一千多名僧侶齊誦
「心經」。

此外，大會還另設了七個分論壇，從不
同角度探討佛教，並充分利用不同媒體，邀
請文化界名人、儒釋道三教人士、佛教三大
語系的代表，共同出席四場電視論壇，亦將
邀請日韓兩國的佛教界友人，參與一場 「三

國佛教話法誼」的網絡論壇。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學誠法師

表示，希望是次活動能大大增進
內地與香港同胞之間的互相了解
與友誼，彰顯「一國兩制」的良
好局面，增進中國佛教與世
界各國各地區佛教徒之間的友
好交流，加強佛教三大語系及
各個不同宗派間的友誼，通
過與社會各領域人士
的互動，促進佛教
自身的完善，以
更積極有效地
回饋社會，發
揮佛教服務社
會、服務人
類的功能。

▲前排左起: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副會長蔣堅永、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長老、中國佛教協會副會
長學誠法師昨在港出席新聞發布會，宣布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將於下月25日至27日在港舉行 本報攝

佛頂骨舍利蒞臨瞻禮祈福大會
4月25日
4月26日
4月27日

4月28日

4月29日
4月30日

16：30─17：30
14：00─22：30
08：00─22：30

08：00─22：30

08：00─21：00
09：00─10：30

安奉大典、公眾瞻禮
公眾瞻禮、念佛法會
公眾瞻禮、念佛法會

浴佛大典、公眾瞻禮、
念佛法會

公眾瞻禮、懺摩法會
獻圓滿大供

◀南京佛頂骨
舍利盛世重光
後將首次赴港
供奉，供香港
民眾瞻禮祈福

北上相睇 百港女爭搵內地郎

【本報訊】中聯辦經濟部貿易處昨晚舉行壬辰年
新春晚宴，與本港工商業界共聚一堂，共謀發展。經
濟部副部長兼貿易處負責人楊益，聯同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局長蘇錦樑、智慧財產權署署長張錦輝、工業貿
易署副署長袁小惠、生產力促進局主席陳鎮仁、中華
出入口商會會長莊成鑫以及中國輕工商會副會長張傑

，為晚宴擔任主禮嘉賓。
楊益在致辭時表示，去年是香港和內地經貿發展

非常重要的一年，合作不斷加強與深入，兩地貿易額
超過兩千八百億美元，同比增長百分之二十三；香港
在內地的投資項目達到一萬四千多個，涉及七百零五
億美元，上升超過百分之十六。成績的取得來之不易
，是香港工商界齊心協力、勇於突破的結果。

楊益續說，今年是承前啟後的重要一年，外部形
勢依然嚴峻，全球經濟尚未走出金融風暴的陰霾，世
界各國都為重振經濟努力。兩地的經貿合作面臨困難
和問題，同時亦有新機遇和挑戰，要善於捕捉危機中
的機遇，善於掌握危與機相互轉化的突破口，善於在
走出危機過程中，開拓兩地發展的新領域。經濟部貿
易處將繼續發揮橋樑紐帶作用，及時了解和反映工商
界的意見和建議，重點推進，實現兩地服務貿易自由
化，促進香港企業開拓內地內銷市場，鼓勵兩地企業
聯合走出去等。

中聯辦經濟部貿易處春茗

◀左起：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莊成鑫、工業貿易
署副署長袁小惠、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
、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兼貿易處負責人楊益，智
慧財產權署署長張錦輝、生產力促進局主席陳鎮
仁、中國輕工商會副會長張傑擔任主禮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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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二十七日電】今年
清明節內地假期與復活節香港假期首尾相連，
大批回鄉掃墓的港澳旅客與內地出入境旅遊購
物客流疊加，預計屆時深港口岸出入境旅客總
數將達七百七十萬人次，再破歷史記錄。對此
，香港跨境運輸公司擬在四月二日至十二日期
間，在皇崗、深圳灣、沙頭角口岸每日分別增
加二百八十、一百、一百個班次。

今年清明、復活節即將來臨，根據深港節
日旅客過境小組預測，今年清明節期間，即三
月三十一日至四月四日，深港間各陸路口岸出
入境旅客總數將達三百二十八萬人次，同比去
年增長百分之十一點五，日均六十五萬六千人
次，高峰日四月四日將達六十九萬三千人次。
復活節期間，即四月五日至四月九日，旅客總
數將達三百四十八萬人次，同比去年增長百分
之四點四，日均六十九萬六千人次，高峰日四
月六日將達七十四萬八千人次。

深港邊檢口岸歷年客流高峰記錄均出現在
清明、復活節假期，加之今年的清明節內地假
期與復活節香港假期首尾相連，大批回鄉掃墓
的港澳旅客與內地出入境旅遊購物客流疊加。
預計今年的兩節人數將再破歷史紀錄。

為緩解節日期間深港口岸客流壓力，四月
二日至十二日，香港運輸署將批准運輸公司在
皇崗、深圳灣、沙頭角口岸每日分別增加二百
八十、一百、一百個班次。

因沙頭角口岸臨近華僑墓園，清明假期客
流將大幅增加，深圳邊檢已增配警力，做好疏
導客流高峰的充分準備。節假日期間，各邊檢
站將與對應香港入境處管制站強化落實聯絡員
每日會晤機制；皇崗邊檢站在客流高峰時將及
時協調港方提高穿梭巴士運行效率，減少出境
旅客在口岸滯留時間。同時，考慮到深港口岸
出入境旅客安全問題，節日期間，邊檢部門將
加強警力部署和疏導，確保旅客出入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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