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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是個值得慶賀的日子，第四
屆行政長官選舉畫上句號。行政長官候任
人梁振英先生，將成為香港回歸後，特區
政府第三位行政長官。面對目前香港經濟
、社會、政治的深層次矛盾，特別是經過
民主選舉的洗禮，建制派內部暫時撕裂，
泛民的不斷訴求和質詢，特區政府未來五
年的施政將面臨巨大挑戰，梁振英先生可
謂任重而道遠。但筆者相信，梁振英先生具
備香港市民所需要的執行能力、有能力落
實競選政綱，帶領香港進入一個新時代。

將保持公務員隊伍穩定
公務員隊伍的穩定，符合香港社會主

流意見，對香港長治久安至關重要。日前
有報道稱，75%的公務員不喜歡禮賓府的
新主人。我認為這是誇大其辭。香港回歸
以來公務員的表現，證明其保持中立的立
場從沒改變過。97香港回歸，董建華先生
出任首屆行政長官，致力保持公務員隊伍
的穩定；曾蔭權先生繼任，更提升優秀華
人公務員出任政府部門首長，極大地鼓舞
了公務員的士氣。我敢說，今時今日，香
港的公務員仍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廉潔、
專業、高效、中立的政府管治團隊，這是
不可爭辯的事實。

香港社會多次發出正面的呼聲，希望
新任特首能摒棄前嫌，海納百川，唯才是
用，建立廣泛的、有民意基礎的公務員團
隊。令人欣慰的是，在宣布梁振英先生勝
出選舉後，多個公務員團體第一時間公開
表態支持新一屆特區政府。梁振英先生亦
順應民意，重視現有公務員的留任安排，
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凝聚社會共識穩中求變
社會的共識就是穩中求變。在行政長

官選舉過程中，代表不同階層、不同行業
、不同訴求、不同既得利益的選委分別提
名和支持三個候選人。競爭極之激烈，不
時傳出候選人的負面消息，以期挫低對方
民望，但也因此激起選舉陣營之間、社會
團體之間的矛盾，這是民主選舉過程中必
然出現的社會分化，加深或激化了社會深
層次矛盾。

第四屆行政長官離正式上任還有一段
日子，建議梁振英先生再次深入基層，對
政綱予以修改完善，提出具社會共識的可
行性治港藍圖。因為完善溝通協商機制，
也是修補競選裂痕、縮小社會分化的有效
作法。台灣馬英九政府連任成功後，承諾每
月同各個階層、各個團體的代表會面，聽取
社會對政府施政的意見和訴求。此作法為
台灣社會普遍接受，對修補社會分化有相
當正面的作用。梁振英先生若能借鑒台灣
的作法，在行政會議和各政府諮詢委員會
之外，成立類似協商機制，聽取社會各階層

、各行業對香港所面臨的問題，比如推動
經濟多元化發展、化解社會深層次矛盾、
樓價高但供應量少等等，改善中港兩地民
眾對立情緒等，必將是成功有效的創舉。

團結各方維護核心價值
核心價值是包容共濟、促進和諧的重

要元素。香港回歸十五年來，香港人引以
自豪的是，特區政府及歷屆行政長官，均
能遵守基本法，落實 「一國兩制」、 「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特別是香港市民重
視的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司法獨立、法
制精神，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不受任
何政局人事的變化所影響。這是民主進步
的象徵和典範。

新一屆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追求的治
港目標就是：經濟發展，民生改善，民主
進步，社會和諧。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要
以博大的胸襟，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士
，包容社會不同的聲音，提倡和諧香港、
和諧社會、和諧家庭、和諧團體。選舉結
束後，梁振英先生發表勝選感言，稱不再
分梁營、唐營、何營，只有一個香港陣營
，承諾一心一意為香港，做一個親民特首
。現在七百萬香港同胞，已經同屬統一的
陣營，我們期待並有理由相信，在新一屆
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領導下，只要發揮獅
子山下同舟共濟的香港精神，穩中求變，
一齊撐香港，香港一定成功。

共識共容共建美好香港是七百萬香港
人的共同夙願。落選的唐英年先生也表達
出君子風範，祝賀對手當選的同時，亦誓
言貢獻國家、服務香港的信念不變，令人
欽佩，也樹立了典範。每個香港人都有責
任，支持行政長官候任人依照基本法和香
港法律，堅持 「一國兩制」，依法施政，
為大團結、大和解的香港社會，出心出力
，共同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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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會所第十五屆理事暨榮銜芳名
榮譽會長：蘇計成 蘇繼滔 楊 熹 楊永善 黃頌武 蔡冠深 林 藻
名譽會長：李武彪 盧艷紅 張玉泉 譚學文 何錫樑 許伯成 馮小龍

盧偉國 區達雄 劉銳謙 黃智賢 吳偉森 馬景煊
法律顧問：關朗儀 蘇國良
核 數 師：侯清泉
首席會長：簡植航
會 長：林中翹 彭少榮 袁兆英 蘇傑開 馮民森 杜炳輝
主 席：楊凱山
副 主 席：黃頌武 鄭漢成 梁均棠

香山會所第十五屆理事會就職禮，前晚於金鐘名都
酒樓舉行，中聯辦協調部部長沈冲、廣東省僑務辦公室
主任吳銳成、政協廣東省外僑委主任呂偉雄、政協中山
市副主席韓澤生、中山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梁麗嫻、中
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長馮煜榮等應邀出席主禮。

本報記者 鄺儷 文/圖
主席楊凱山致詞表示：香山會所歷史悠久，亦是孫中山先生的故居。該會早

在五十年代中期，鄉親中一些愛國人士，已籌集資金加入 「華僑投資公司」協助
家鄉經濟建設，人多了就逐漸聯繫起來，逢年過節一齊食飯聯誼，請一些了解家
鄉的人士來介紹家鄉的近況。

這些鄉親當中以商界人士為多，每年參加春秋兩屆的 「廣州交易會」。在七
十年代後期當時鄉親中的廣東省委統戰部長譚桂明及廣州市副市長歐初宴請了參
加交易會的鄉親，建議他們在現有的基礎上在香港組織一個 「愛國」的中山團體
，聯繫鄉親支援家鄉建設。

他透露：香山會所成立以來，在協助家鄉建設作出了很大貢獻，如我們的前
任會長蔡繼有先生發起的 「中山華僑中學」復校； 「中山華僑大廈」的新廈建設
；楊志雲先生捐建 「中山人民醫院楊敬濱大樓」；郭得勝先生捐建的 「中山紀念
堂」；蘇計成，蘇繼滔家族捐建的張溪 「蘇華贊醫院」；香港中山僑商會籌建的
「中山頤老園」等重大民生項目；及每年組織團體參加家鄉舉行的各項活動。

九十年代起香山會所加入了 「香港中山僑團春節聯歡」活動，並接受主辦了
「香港中山社團春節聯歡」活動。其後全力投入了二十八個社團組織 「香港中山

社團聯合會」的工作。至1996年 「聯合會」成立，該會三十餘人參加了會董會，
前任主席蘇計成當選為創會主席。

聯會成立以後，香山會所全力支持聯會所有活動，並自覺發揚該會愛國、愛
港、愛鄉精神，維護好各位會員權益，發展壯大會務，使香山會所享負盛名。他
希望與石岐區共謀發展鄉親聯誼的鄉會組織，讓香山會所會員有一個回鄉落腳基
地，有利於雙方聯繫鄉誼，促進中港文化，社會建設的交流活動，將香山會所發
展得更加有活力、有規模。

香山會所第十五屆理事會就職禮
主席楊凱山希望將孫中山先生精神發揚光大

▲該會首長與主禮嘉賓中聯辦協調部部長沈冲（左四）▲

香山會所第十五屆理事會全體理事合照

▲（左起）：該會正副主席梁均棠、楊凱山
、黃頌武、鄭漢成合照▲主席楊凱山（左三）與來賓出席歡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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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方成報道：潮州市委
常委、市委統戰部部長徐和，率領潮州市
委統戰部代表團一行日前到訪香港汕頭商
會，與該會會長黃成林，副會長吳漢增、
葉振南、陳愛菁，永遠榮譽會長唐宏洲，
榮譽會長余潔儂，當然顧問許瑞良，永遠
名譽會長洪亮及常務會董、會董40多人於
會所親切會面，共祝龍年興旺發展，共商
未來合作發展大計。

黃成林致辭時代表香港汕頭商會全體
同仁，對各位的蒞臨指導表示熱烈的歡迎
。他指，香港汕頭商會成立已66年，貫徹
始終高舉愛國旗幟，團結潮籍愛國同胞，
提高會員對家鄉和祖國的認識，宣傳祖國
政經情況及家鄉新建設，弘揚潮汕文化，促
進經貿往來。該會近年來吸引了一批充滿
朝氣、活力的新成員加入，為推動會務持
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

黃成林續指，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 15

周年，去年底的區議會選舉，會方積極參
與選舉工作，成功選出一批真誠為香港、
為市民的愛國愛港區議員，今年中的立法
會選舉，該會定必繼續發揮潮州人的團結
精神，全力投入選舉工作。新一屆行政長
官已誕生，他表示將秉承一貫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的原則，積極推動穩定和諧的
社會。

徐和表示，他長期在潮州黨委機關工
作，2008 年由潮州政府委派往四川省汶川
災區工作3年，2010年返回潮州，剛於2月
份接任統戰部長之職，並得到前任部長沈
啟綿的指引，定會努力工作。他希望多聽
取香港各友好鄉親的意見，與鄉親們有更
加緊密的聯繫。他邀請各位鄉賢多回家鄉
走走，看看，為家鄉的發展出謀劃策。

蔡天寶、蔡成宗、方百成分別介紹了
懇親大會的籌備工作、活動指導思想和活
動安排。為迎接世界各地的福建鄉親，新
加坡福建會館將每兩年一次的新加坡福建
文化節同步舉行，引入新加波地道閩文化
元素。籌委會積極籌備三年，徵集會徽、
建設網站，以 「鄉親、文化、經濟、歷史
、科技」為指導，推出海濱灣金沙戶外歡
迎宴、 「藍海福建」科技文化展，商業經

濟論壇以及 「世界福建名人錄鐥新加坡篇
」發布會，大型音樂節、福建美食節以及
踩街等多姿多彩的活動，以向世界展示福
建人的團結和風采。

邀約居港福建鄉親與會
林廣兆致辭時表示， 「福建同鄉懇親

大會」已進行了六屆。第七屆懇親大會將
在氣候宜人、景色秀美的新加坡舉行，屆

時5000名來自世界各地的閩籍鄉親將參與
，十分有意義。他說，懇親活動一方面有利於
閩籍鄉親互相交流，促進海內外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亦是秉承福建鄉親「愛國愛港」
的精神，弘揚博大的中國文化；同時，亦能
借活動建立起閩籍鄉親的經貿合作平台。

盧溫勝副主席亦在致詞時表示，將動
員大家積極參與盛會，居港福建鄉親一定
全力支持此一以團結合作為宗旨的活動。

出席活動的客方人員還包括：新加坡
福建會館總務主任陳篤漢、產業主任柯毓
麟、理事蕭孫喜、秘書長沈美霞；香港福
建社團聯會駐會副秘書長兼總幹事周珊珊
，副秘書長王玉笛、唐德清；常董王萬材
、林永佳、林懷宣、柯文華、施文誕、郭
金發、黃長猷、陳榮旋、趙華明、藍建平
等亦出席了推介會。

環球福建鄉親將歡聚獅城

【本報訊】記者黃閩報道：日前，新加坡福建會館會長蔡天寶一行於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北角會所，舉行了 「第七屆世界福建同鄉懇親大會說明
會」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林廣兆、副主席盧溫勝、柯達權等首長
及會員、會董近百人出席了介紹會。據介紹， 「第七屆世界福建同鄉懇親
大會」 將於今年11月23日至25日在新加坡舉行，蔡天寶會長及副會長蔡
成宗、方百成、劉國華等均熱情邀約居港福建鄉親踴躍與會，共襄盛舉。

▲

賓主在 「第七
屆世界福建同鄉
懇親大會說明會
」 上互贈紀念品
，左起：柯達權
、盧溫勝、林廣
兆、蔡天寶、蔡
成宗、方百成、
劉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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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共容共建和諧香港
香港海南商會會長 張學修

▲香港海南商會會長張學修

潮州領導訪汕頭商會潮州領導訪汕頭商會

▲

黃 成 林
（右四）代表
香港汕頭商
會全體同仁
致送紀念品
予徐和（左
五）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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