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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方成報道：春回大地，
繁花似錦。港九敬老福利會日前在西九龍中
心龍庭酒家舉辦愛心 「盆菜敬老宴」，該會
主席簡松年陪同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余
汝文、油尖旺民政事務助理專員趙頌恩、社
會福利署九龍及油尖旺區策劃及統籌小組社
會工作主任吳寶權、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油
尖旺區議員許德亮等出席主禮，與區內200
多位公公婆婆 「啖」暖暖盆菜，齊齊感謝贊

助全場盆菜的常務副主席徐莉為長者送上絲
絲的關愛。

簡松年致歡迎辭時表示，港九敬老福利
會旨在建成一個 「長者之家」，敬重老人、
愛護長者，是次盆菜宴是1月換屆以來舉辦
的第一次大型活動，增進長者間的交流和了
解，加深對會的認識。

余汝文致詞時讚揚該會實現了為長者提
供服務的宗旨，在社會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其會員遍布港九各個地方，該會通過提供
醫療保健、文娛康樂等不同服務，讓長者參
與社會活動，表達對長者的敬意。趙頌恩、
吳寶權、梁美芬、許德亮亦先後致辭，他們

均讚揚該會在幫助長者等工作成績做得非常
好！並感謝該會精心組織盆菜宴活動，給長
者帶來愛心和快樂，希望長者帶動身邊的老
年朋友加入該會，過充實、積極、健康的晚
年生活。

徐莉感謝主禮嘉賓前來捧場，熱心人士
贊助豐富禮品以及義工們的精采表演。她表
示，為了使長者融入社會，今後該會將再接
再厲，組織更多活動，豐富長者的生活。

該會會長葉小帆致祝酒辭，祝公公婆婆
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大會安排了精彩的節
目和幸運大抽獎，有得食，有得拎，全場樂
融融，把喜慶餘興帶回家。

【本報訊】記者黃穎雅報道：
香港梅州聯會日前假會所舉行 「客
家美食推介——興寧市食品品嘗」
，以弘揚和推廣梅州市六縣一市一
區客家美食文化。該會永遠榮譽顧
問羅煥昌、全國政協常委余國春、
會長余鵬春、副會長羅港柟；諮議
會主席林光如；興寧市政協主席羅
利娜、外事僑務局長彭偉洪、全國
政協委員藍鴻震伉儷，中聯辦協調
部秘書黃斌等領導、首長應邀出席
主禮，與一百五十多名社團友好暢
聚聯誼，細嘗傳統客家美食，回憶
鄉間的軼聞樂事。

「客家美食推介——興寧市食
品品嘗」由旅港興寧同鄉會、港九
永興堂騰器同業商會協辦，展出興
寧單叢茶、娘酒、綠柚、雞項粄、
碗粄、蓼花、鹽焗雞、蒸豬肉丸、
釀雞春等二十多款聞名遐邇的道地
客家美食。

余鵬春致辭表示，今次是聯會
第一次在會所舉行食品品嘗，而首
屆推廣客家美食文化則是五年前由
林光如發起，直至今年才舉辦第二
次美食品嘗推介。他說，聯會致力
推介宣傳客家文化，早前赴元朗吳
家村尋訪香港客家村落文化，今年
香港回歸十五周年，該會將與香港
舞蹈團、香港中樂團攜手呈獻大型
舞劇《遷界》以慶祝香港回歸。

羅港柟則表示，展出的美食令
人勾起不少童年美好回憶和思鄉的
情懷，亦增加了年輕一代對客家食
物文化的了解，其中展出的興寧綠
柚更是大有來歷。興寧產的綠柚原
來是中國的 「貢品」，每年由興寧
市運到中南海用以招待外賓之用。
而大廚李兆彬則推介八寶鴨、娘酒
、艾煮雞蛋等特色食品，其中娘酒
更是客家婦女產後的必備補品。

【本報訊】港島東區大廈協會
主辦、東區民政事務處協辦、東區
區議會贊助之 「東區大廈管理研討
會 2012」，於日前在銅鑼灣社區中
心三樓舉行。

當日主禮嘉賓有東區區議會規
劃、工程及房屋委員會主席江澤濠
，東區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主管
（大廈管理）梁燕屏。由港島東區
大廈協會主席孫方中、副主席岑才
生、丁毓珠、委員許清安、曾繁光
、劉業鴻、李燕卿、張建儀、袁雪
萍、趙建新、李昌可、李龍芳等出
席接待。當日講題及主講嘉賓包括
：香港警務處防止罪案主任（港島
總區）陸海豪主講 「如何監察住宅
大廈的保安工作」、廉政公署官員
主講 「優質管理 誠信專業」、香
港調解會趙承平醫生主講 「大廈管

理常見的糾紛及調解方法」、香港
律師會鍾沛林律師主講 「業主立案
法團的財務、採購安排及案例分享
」。

該會副主席李廣林致辭時指出
，港島東區大廈協會是東區一個歷
史悠久的社區團體，成立的目的旨
在改善大廈管理的方法和協助業主
解決大廈的管理問題，務求提升區
內屋苑的管理質素，使居民的居住
環境得以改善。該會去年曾舉辦為
期四晚的 「東區大廈管理訓練課程
2011」及今次的 「東區大廈管理研
討會 2012」等，課題和講題都是環
繞業主面對日益複雜的大廈管理問
題，希望參加者能從活動的課程和
講題中有所得益，對日後參與大廈
管理工作會有一定的幫助。

工商界青年新春聯歡

▲主禮嘉賓與香港六大工商界首長及青委們合照
本報攝

中聯辦青年部副部長唐淑蘭、香港潮州商
會會長陳幼南、青委會主任陳光明；香港青年
聯會主席葉振都；香港嘉應商會副會長張慶華
、青委主任張宏基；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方
文雄、青委會主席曾智明；中華廠商聯合會副
會長顏吳餘英、青委會主任顏明潤；中國企業
協會副會長馮洪章、青委會主任陳沛良；中華
出入口商會副會長許華傑、青年部主任李美辰
；澳門中華總商會青委會副主任譚繼祖；香港
廣東社團總會青委會主任黃進達；香港福建社
團聯會青委會主任施榮忻；香港福建商會青委
會副主任林智彬等出席了活動。

張宏基代表工商界青年在典禮上致辭表示

，每年一度的工商界新春聯歡活動，由二○○
五年首屆開始至今已連續舉辦了八屆。該活動
着重發動各商會年輕一代會員、工商界青年企
業家、專業人士和企業員工加入。自活動舉辦
以來，吸引越來越多的青年朋友加入，今年還
邀請了香港福建商會、香港廣東社團總會青年
事務委員會、香港福建社團聯會青年事務委員
會、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青年事務委員會、澳
門中華總商會青年事務委員會、澳門青年企業
家協會的首長出席，希望將這個聯歡活動進一
步擴大，把它搭成一個能經常溝通聯絡工商界
青年、團結互助、促進自身事業發展，致力維
護香港繁榮穩定的平台。

張宏基又說，國家 「十二五」規劃綱要，
把港澳地區單列專章，反映香港在國家經濟發
展中所擔當的重要作用。過去一年，工商界青
年新春聯歡活動的各個主辦團體青年事務委員
會，分別進行了許多考察內地投資環境，協助
內地在香港招商，促進兩地經貿會作活動，讓
青年一代企業家增強了對國情的了解，尋找到
工商發展的機會。

陳光明主任則致祝酒辭，祝願各位生意興
隆，萬事如意，家庭幸福。儀式結束，晚宴開
始。席間舉行大抽獎，送出由各商會贊助的豐
富禮品及現金，又舉行啤酒競飲及大合唱，場
面一片歡樂。

由香港中華總商會青年委員會、香港中
華廠商聯合會青年委員會、香港中國企業協
會青年委員會、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青年部
、香港潮州商會青年委員會、香港嘉應商會
青年事務委員會主辦，香港嘉應商會青年事
務委員會承辦的 「香港工商界壬辰年新春聯
歡宴會」 日前假銅鑼灣富豪酒店宴會廳隆重
舉行。中聯辦副主任王志民、外交部駐港特
派員公署副特派員李元明、民政事務局局長
曾德成、全國青年聯合會副主席鄭志剛、全
國青年聯合會副主席陳仲尼應邀出席主禮，
與六大商會首長、領導和青年委員逾二百三
十人，暢聚聯誼，共賀新春。

本報記者 黃穎雅 ▲（左起）張俊勇、曾智明、陳仲尼、唐淑蘭、張宏基、許華傑、陳光明 本報攝

【本報訊】旅港增城商會、旅港增邑增義堂日前假金皇庭酒樓
舉行一年一度春節聯歡，藉此促進鄉誼，共話家常。出席嘉賓有增
城市人民政府副市長江慧雄、廣州市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副主任馮
廣俊、增城市政協主席何鎏輝、家鄉領導邱文堅、陳文輝、王建平
、鄭黃月芳、鄭文雄、兩會首腦鄭從展、陳士雄、廖榕就、徐湛滔
、簡兆平、廖傳喜、鄭從毅、黎國威、沈錦成、鄭澤民、陳國權、
黃鴻坤、鄭基謹及郭水房暨鄉親會員百多人。

會長鄭從展致歡迎詞，並稱 「增城商會」立會由1921年至今，
已經歷90個年頭，而 「增義堂」更由1889年立會，至今123年，我
們一向的宗旨以關心鄉梓，聯絡鄉情，交流業務，參與社會公益，
互助互愛的精神，與一群鄉親經常保持交流聯繫，由於年代轉變，
大家生活節奏、社會經濟發展等變化，以致各有各忙，難得共聚，
尤幸我們鄉親之間的聯繫仍絡繹不絕，今日濟濟一堂，同慶春釐，
共話家常，實感安慰，對於我們的增城家鄉，亦始終有一份血濃於
水的感情，經常和增城市政府保持密切聯繫，互相交流，促進商機
，對家鄉的建設，教育及醫療專業等我們是十分關心。同時又與海外
的鄉親常溝通，彼此關懷，共同發展團結互愛的精神，展望未來，
繼續與增城市政府各領導保持緊密的聯繫與香港增城同鄉各董事會
員、鄉親友好更加團結、和諧，共同為增城商會和增義堂而努力。

副市長江慧雄，榮譽會長廖榕就相繼致詞、語多勗勉，其後並
由增邑增義堂主席陳士雄致謝詞，致送紀念品後禮成，席間賓主舉
杯祝酒賀年禧，並有歌唱表演及抽獎助興、情況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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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城商會、增邑增義堂春節聯歡共話家常。嘉賓與兩會首長合照

【本報訊】記者方成報道：
昨日， 「滬港青年交流促進會就
職典禮 2012」暨 「滬港明日領袖
良師益友計劃啟動禮」，在柴灣
青年廣場六樓舞蹈劇場舉行。該
會創會會長及榮譽會長姚祖輝、
會長范駿華、主席高鼎國、副會
長盧繼祥、副主席江山陪同中聯
辦青年部處長劉鎮中，上海市青
年聯合會秘書長粟芳，上海市青
聯常委張德安，香港青年聯會主
席葉振都，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
會主席徐小龍出席主禮。高鼎國
表示，將與新一屆理事會攜手奮
鬥，繼續發揚該會精神，進一步
推動滬港青年交流合作，服務兩
地經濟社會發展，為香港、上海
做出更大的貢獻。

高鼎國在典禮上感謝上海、
香港兩地領導及青年友會的支持
，在創會會長姚祖輝、會長范駿
華和副會長盧繼祥的帶領下及第
一屆理事會和秘書處所付出的辛
勤努力，該會經歷豐碩精彩的兩
年。他表示承蒙厚愛，定將與新

一屆理事會攜手奮鬥，為香港、
上海兩地的經濟社會發展作出更
大的貢獻。

姚祖輝介紹過去兩年，該會
舉 辦 的 一 系 列 活 動 ， 包 括 ：
「2010 年上海世博會香港地區志

願者、香港大學生世博體驗團」
、 「全國青少年世博體驗團——
啟智未來在世博」、 「滬港澳青
年經濟發展論壇」及該會品牌活
動之 「滬港明日領袖實習計劃」
等。展望未來，他寄望新一屆理
事會能承前啟後，繼續和廣大會
眾及其他愛國愛港團體在促進滬
港交流、青年發展的事業上發亮
發光，再創新績！

粟芳在致詞時讚揚該會的每
位首長、會員在工作之餘， 「騰
出時間，付出精力、感情和愛心
，秉着務實的工作作風，關心青
年未來的發展和需要，從點點滴
滴的小事做起，為青年的成長、
進步，提供具體的幫助。」她希
望新一屆理事會在過往的基礎上
，以深化、鞏固和創新發展為主

題，共同為滬港兩地青年發展、
社會交流和經濟進步作出新的貢
獻。

就職典禮後，該會隨即舉行
「滬港明日領袖良師益友計劃啟

動禮」。Mentor 代表麥家寶和
Mentee代表香港大學學生文港昇
分別發言，並與眾主禮嘉賓一起
啟動 「滬港明日領袖良師益友計
劃」。

滬港青年交流促進會就職

▲新膺主席高鼎國（左三）與眾主禮嘉賓共同啟動 「滬港明日領袖
良師益友計劃」 本報攝

敬老福利會盆菜顯愛心

▲ 港九敬老福利會主席簡松年（右五）
、常務副主席徐莉（右三）向來賓及在
座公公婆婆祝酒

▲港島東區大廈協會日前主辦「東區大廈管理研討會2012」

東區辦大廈管理研討會

梅州聯會弘揚客家美食

▲嘉賓友好出席了香港梅州聯會主辦的客家美食推介會 本報攝

▲滬港青年交流促進會新一屆理事會就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