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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僑聯辦兩會分享會
【本報訊】記者方成報道：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港僑聯）日
前在九龍塘又一村俱樂部舉行
「港區委員代表談兩會」分享會

，全國政協常委、港僑聯會長余
國春及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向逾
百會員、團體代表分享參加 「兩
會」的感受，傳達「兩會」精神。

余國春在座談中簡介了今年
「兩會」情況，指委員們深入討

論《政府工作報告》、《政協報
告》等，緊緊圍繞經濟平穩發展
、深化改革開放、保障和改善民
生、加強文化建設等建言獻策。

余國春說，在溫總理的工作
報告中，以及賈慶林主席的報告
中，均強調要加強與海外僑胞、歸
僑僑眷的聯繫交往，更好地發揮
僑胞在擴大對外友好交往、促進
祖國和平統一的橋樑和紐帶作用。

提到習近平會見港澳政協委
員，余國春說，習副主席充分肯
定了港澳委員作了大量卓有成效
的工作，其中習副主席讚揚 「特
別是精心籌劃、周密組織的紀念

辛亥革命百年活動，取得了良好
社會效應」。這是對去年由僑界
牽頭統籌、46家團體聯合主辦之
紀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系列活動
，取得成效的充分肯定，亦是對
港僑聯的鞭策和激勵。習副主席
向港澳委員提出三點希望：首先
，要更加積極主動地為國家發展
建言獻策。第二，要更加積極主
動地參與港澳社會、政治事務。
第三，要更加團結地維護港澳社
會的穩定。

在習副主席會見港澳政協委
員時，余國春作為首個發言的委
員，他先肯定香港回歸15年來取
得的成就，樹立了 「一國兩制」
的典範；並表達他對當前香港經
濟發展、社會穩定、內地與香港
交往等方面面臨的矛盾、困難和
機遇的看法。在政協分組會議上
發言時，余國春建議：要充分發
揮港澳同胞和海外華僑華人在傳
播和弘揚中華優秀文化中的重要
作用，參與中華文化 「走出去」
工程，做更多實質性的工作，為

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和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發揮橋樑和紐帶作用
，並做出新貢獻。

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則主要
介紹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所作的《政
府工作報告》，仔細分析 「穩增長
、控物價、調結構、惠民生、抓
改革、促和諧」的6大任務。

出席座談會的包括該會副會
長李碧葱、李潤基、李家傑、黃
周娟娟、鄧楊詠曼，秘書長黃楚
基，副秘書長李麗娟、程燕，司
庫陳志煒，亞洲文化企業有限公
司董事長杜志濱、副總經理彭俊
，及該會常董、會董、團體代表
等110多人。

【本報訊】來自家鄉潮州市的
市委常委、統戰部長徐和，率領潮
州市委統戰部代表團，3月20日到訪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代表團成員包
括潮州市委統戰部副部長、政協常
委黃澤雄及黃德發，副部長、潮州
市人大代表蔡少賢，統戰部科長、
潮州市政協委員吳錫鈿等。香港潮
屬社團總會首長在潮州會館八樓會
議室與家鄉領導聚會，共商潮港合
作發展大計。

該會陳幼南致辭歡迎家鄉領導
，他說，三月春回大地，這幾天天
氣回暖，更讓我們感受到鄉情就像
陽光一樣溫暖。對徐和部長新任潮
州市統戰部長，陳幼南主席高興地
打了一個比喻：部長的名字 「徐和
」，讀音與廣州話的 「隨和」相近
，是一個好意頭，表示潮港兩地將
在未來更加緊密合作，令兩地獲得

更捷足進展。
徐和感謝香港鄉親長期對家鄉

的支援和作出的貢獻，他說，陳偉
南先生在家鄉享有極高聲譽，是潮
州人的楷模，家喻戶曉人物，他在
外地任職，已一早聽聞這個名字。
這次帶領代表團到香港，希望傾聽
香港潮州鄉親的寶貴意見，與鄉親
們有更加緊密的聯繫。該會創會會
長陳偉南表示，香港潮屬鄉親不論
來自潮汕何地，都一視同仁支持徐
部長的工作，就像支持家鄉領導一
樣，貫徹始終。會見之後，潮屬社
團總會在潮州會館一樓俱樂部設宴
招待家鄉貴賓。參加接待的首長有
主席陳幼南，創會主席陳偉南，永
遠名譽主席許學之，副主席林榮森
、余潔儂、許瑞良，常務會董張成
雄、歐陽成潮，潮州商會青委主任
陳光明以及秘書長林楓林。

【本報訊】記者方成報道：本
着愛國愛港、敦睦鄉誼、關懷桑梓
、造福社群的宗旨，香港五華同鄉
總會成立八年來，從無到有，秉承
自強不息、敢拚實幹的客家精神，
耕耘不輟，在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
針、促進香港繁榮穩定、支持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支援祖國和家鄉各
項建設等方面，作出力所能及的貢
獻。本月三十日，該會 「第五屆會
董 會 就 職 禮 」 將 於 尖 沙 咀 THE
ONE煌府酒樓盛大舉行。

曾慶膽悉力以赴
之前，新膺會長曾慶膽接受了

記者的採訪。為人頗為低調的曾會
長一再表示，不以個人專訪來報道
，要多宣傳客家精神、客家文化。
他表示今後定不辜負鄉親們的厚望
，悉力以赴，團結廣大鄉親和全體
會員同仁，盡忠職守，齊心協力，
共同把各項會務工作做好，共建一
個 「有講有笑」、 「分享故事、分
享開心」的一個五華愛心大家庭。

崇尚文化教育是客家人的傳統
，香港五華同鄉總會專
門成立教育基金，旨在
獎勵成績優異、考取大
學的五華子弟及對家庭
經濟狀況較差的學子給
予適當扶持。曾慶膽表
示，縱使能力有限，
「莫以善小而不為」，

該會今後將擴大教育基金規模，希
望五華鄉賢在能力之餘，為欣欣向
學的子弟帶來多一絲希望。他指，
客家人崇文重教，生活再窮再苦，
都要讓小孩讀書。在鄉下五華，曾
慶膽自 1985 年始，每年在經濟上或
多或少獎勵當年考上大學的本村同
姓或異姓學子，他說，考上大學的
同鄉學子，只要有一人今後能學有
所成，回報祖國、回報家鄉，那麼
，家鄉的未來定充滿希望，祖國的
未來亦多一個棟樑之才。

客家人敬老、念祖， 「祖」的
含義中除了指客家人的祖先、宗族
，更重要的還包含熱愛祖國、熱愛
家鄉的深情厚誼。曾慶膽說，香港
深井、屯門等地有不少村落的居民
日常用語仍是以五華話為主，保留
着淳樸的客家風俗，今後計劃組織
會員及會員子弟前往上述兩地的村
落去交流、聯誼，聽聽客家人移民
到香港奮鬥的故事，感受傳統客家
文化的精華，激發客家子弟 「80 後
」、 「90 後」的奮鬥精神及對先輩
艱苦創業的緬懷情感。

在金龍的引領下，主禮嘉賓
依序入座，惠州市委副書記陳訓
廷擔任大會主持。陳奕威市長致
歡迎詞時稱，很高興能再次與香
港惠州總會共同舉辦春茗。他指
，在香港工商界的大力支持下，
惠州市的經濟持續健康地發展，
圓滿完成了市第九次黨代會提出
「三件大事」的目標任務，即創

造了經濟總量上再造一個惠州、
創建全國文明城市、承辦好第13
屆廣東省運會等。這些來之不易
的成績，是全市人民共同努力的
結果，亦離不開居港鄉親的努力
。今天，躋身全國一類重點城市
的惠州以地級市總分第一蟬聯
「全國文明城市」，連續兩年登

榜 「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
他又指，在惠州市第十次黨

代會上，惠州又提出了新的 「三
件大事」，即建設環大亞灣經濟
帶、打造四個產值超千億元的產
業集群、爭當宜居、宜業、宜遊

城鄉協調發展示範區。他表示，
將進一步加強與居港鄉親的溝通
聯繫，並真誠希望大家一如既往
地關心支援惠州建設發展，常回
家鄉走走看看，探親旅遊，尋覓
商機，投資興業，攜手共創更加
美好的明天。張建宗局長在致詞
時為自己身為惠州人而深感驕傲
。他指居港的惠州人有百萬之多
，許多鄉親躋身各界翹楚。相信
惠州總會一定能發揮作用，成為
促進惠州經濟發展、維護香港繁
榮穩定的中堅力量。

盧興洲副主任在致詞時指，
惠州市十分重視惠港之間的交流
合作，未來將加大力度改善投資
環境，不斷完善機制，為港澳投
資企業提供更佳的服務。

楊釗主席致謝詞時表示，該
會將一如既往地為建設美好的香
港而打拚，為加強香港與內地特
別是與惠州市的交流合作而努力
，並在現有的良好基礎上，同心

協力，把愛國愛港的優良傳統薪
火相傳。他希望各位領導和朋友
一如既往地關心支持該會，鼓勵
會員鄉親更好地服務社會。

擔任是場晚會主禮嘉賓的還

包括譚耀宗、劉漢銓、余國春、
楊孫西、戴德豐、鄭耀棠、李汝
求、劉耀輝、陳仕其、賈沛年、
袁武、蔡冠深、王國強、梁亮勝
、陳偉南等各界領袖。

【本報記者邱哲深圳28日電
】香港深圳社團總會成立八周年
會慶暨2012年度聯歡晚會27日在
深圳五洲賓館隆重舉行。在中央
統戰部和香港中聯辦領導的見證
下，香港深圳社團總會進行了新
老會長、主席印信交接儀式。華
南城控股有限公司總裁、著名港
商梁滿林當選新一屆會長。

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尤蘭田、
香港中聯辦副主任林武、深圳市
委常委、統戰部部長張思平等領

導到會致辭祝賀，並充分肯定香
港深圳社團總會在維護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擴大與深圳及內地交
流合作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未來辦會發展思路。深圳各區委
統戰部領導出席會議。

會上，中央統戰部、香港中
聯辦、深圳市委統戰部領導分別
向第 3 屆香港深圳社團總會會長
、主席、副會長、副主席、永遠
名譽會長頒發證書。

香港深圳社團總會成立於

2003年，擁有50萬深圳原籍香港
同鄉。成立至今，香港深圳社團
總會廣泛凝聚深圳在港澳和海外
的力量，團結世界各地深圳籍人
士及有關民間組織和社團，致力
建設成為最具凝聚力、影響力和
促進港深繁榮穩定發展最具貢獻
力的社團。社團同鄉曾為深圳經
濟特區的成功創辦、高速發展，
做出過積極貢獻，並獲得自身成
功發展。弘揚深圳鄉親愛國、愛
港和愛鄉精神，增進及加強香港

、深圳、世界各地社團及深圳鄉
親對世界經濟、貿易、文化了解
和交流合作，是香港深圳社團總
會一直秉承的使命。

新任會長梁滿林在致辭中表
示，為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促進深港兩地交流合作，將 「愛
國、愛港、愛鄉」精神轉化為具
體行動，是時代賦予鄉親們新的
歷史使命，香港深圳社團總會將
積極地把五十萬在港同鄉團結起
來，在香港政治經濟社會發展中
起到關鍵作用。社團總會將與每
一位會員攜手，以全新的工作態
度與飽滿的精神狀態，加強組織
建設，充實港深兩地人才，英賢
輔翼，經常策劃、組織鄉里鄉親
主題聯誼活動，更多更好地為全
體鄉親服務，增進鄉情，增進交
流，促進合作，形成凝聚。

在當天舉行的會議上，與會
代表們踴躍發言，為將香港深圳
社團總會打造成凝聚力進一步增
強、影響力進一步擴大的超級深
港鄉親社團 「航母」積極建言獻
策。

港深社團總會慶八周年
梁滿林當選新一屆會長

殷曉靜李元明等主禮

惠州春茗冠蓋雲集

日前，由中共惠州市委及惠州市人民政府主辦，香港
惠州社團聯合總會協辦的 「2012惠州春茗」 在尖沙咀洲
際酒店隆重舉行。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外交部駐港副特
派員李元明，特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國務院
港澳辦交流司巡視員黃光，廣東省委統戰部常務副部長蔣
樂儀，廣東省僑辦副主任鄭建民、省港澳辦副主任盧興洲
，惠州市市長陳奕威，全國政協委員、香港行政會議成員
、立法會議員劉皇發，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惠州社團聯合
總會主席楊釗等出席主禮。逾500位鄉親會員、各界友好
歡聚一堂，同申慶賀。

本報記者 黃 閩

五華鄉會新屆明就職

潮屬社團總會接待家鄉領導

▲ 「2012惠州春茗」 在港隆重舉行，主席台上賓主合影

▲惠州市向香港惠州社團聯合總會致贈紀念品，左起：陳仕其、陳
奕威、楊釗及香港惠州社團聯合總會常務副主席吳火豪 本報攝

▲惠州市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左起：陳奕威、殷曉靜、李元明
、張建宗 本報攝

▲潮屬社團總會接待家鄉領導

▲

新膺會長曾慶膽（右
二）與該會首長魏華強
、廖廣鑄、李崇斌，賴
小雄在會所合影

▲余國春（前排中
）、譚惠珠（前排
右五）分享參加
「兩會」 的感受

▲會上座無虛席
本報攝

▲

各界齊賀
香港深圳社
團總會成立
八周年

【本報訊】香港潮屬社團總會第六屆會董就職禮，昨晚，在
會展舉行。政務司司長林瑞麟，中聯辦副主任黃蘭發，中華全國
歸國華僑聯合會李卓彬副主席、陳有慶副主席，全國政協戴德豐
常委等應邀出席主禮，值得一提的是，候任特首梁振英也親臨會
場，場面熱鬧。

主席陳幼南致詞說：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是逾一百二十萬香港
潮籍人士的代表性團體。在陳偉南創會主席及歷屆資深主席和前
輩的帶領，在各位同仁的努力下，經過十年耕耘，聲譽俱增，在
香港甚至海外華人社會中發揮重要的橋樑作用，為團結鄉親，推
動各地的經濟發展做出不少貢獻，起了重要作用。該會堅定不移
地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積極推動文化和工商交流，加強與海
內外鄉親和團體的交往合作，鼓勵潮籍鄉親參與各項社區活動，
熱心公益，關心社會，服務社群。

他指出：回顧過去兩年，在上屆主席許學之先生和會董的悉
力領導下，同仁上下一心，互助互愛，努力奮進，做了不少工作
。香港潮人盂蘭勝會成功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這是潮人之光，也是港人之光。特別是去年以來，該會及各屬
會積極鼓勵鄉親參政議政，支持愛國愛港人士進入議會，發揮了
正面影響。

▲ 主禮嘉
賓黃蘭發
（左三）
頒發證書
予主席陳
幼南（右
三）
本報記者
黃洋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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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昨舉行新一屆會董就職禮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