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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彩華（右）致送紀念品予張
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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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五華同鄉總會 「第五屆會董會就職典禮暨聯歡宴會」
梅州、五華、深圳領導、友好社團首長、旅港鄉親逾800人歡聚一堂

五華縣縣長范宜軍，梅州市政協副主席葉解春、原副主席
曾百友，梅州市委統戰系統黨委書記甘新境，五華縣政協主席
張建華，中聯辦台灣事務部部長高級助理仇長根，原特區政府
行政會議成員廖長城，香港梅州聯會永遠榮譽顧問羅煥昌、何
冬青，香港廣東客屬社團聯合總會主席梁亮勝，港區梅州市各
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古爾夫，香港梅縣同鄉會理事長李有權
，深圳市琴江文化研究會執行會長李勁等蒞臨主禮。

曾慶膽：共建旅港五華鄉親的大家庭
新膺會長曾慶膽致詞時表示，該會成立於2004年，走過了

四屆八年的歷程，得到家鄉政府和各方友好的關心支持，全體
同仁不辭勞苦，同心同德，從無到有，耕耘不輟，共建旅港五
華鄉親的大家庭。本着 「愛國愛港、敦睦鄉誼、關懷桑梓、造
福社群」的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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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等
方面，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貢獻。曾慶膽表示承蒙厚愛信任，深

感榮幸，擔任會長一職任重道遠，定當悉力以赴，團結和依靠
全體會員和廣大鄉親，盡忠職守，齊心協力，共同把各項會務
工作做好，不辜負鄉親們的厚望。

范宜軍 葉解春 梁亮勝高度讚揚
五華縣縣長范宜軍介紹了家鄉最新的發展形勢和遠景規劃

，並衷心感謝旅港鄉親對家鄉的貢獻，期望鄉親們和在座嘉賓
繼續關心支持五華家鄉，為建設幸福新五華攜手共進，創造輝
煌。梅州市政協副主席葉解春、香港廣東客屬社團聯合總會主
席梁亮勝等嘉賓亦分別作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出席的客家領袖
和各級領導尚包括：劉思定、吳懷浪、黃功鑾、吳玉萍、甘飛
鴻、陳強、劉嘉榮、羅活活、吳烱聲、李堅怡、黃茂蘭、丘瑞
真、刁森發、羅港柟、劉小粼、藍瑞明、林菁菁、林厚平、李
彪、孫淑元、古兆萬、劉漢梅、鍾鳳昌、曾慶雄、馬梓才、陳
華茂、溫少汀、李高揚、曾小英、吳漢模等。

春風送暖，鄉情洋溢。香港五華同鄉總會 「第五屆會董會
就職典禮暨聯歡宴會」 日前假座尖沙咀煌府酒家盛大舉行，與
來自梅州、五華、深圳等地政經領導、本地友好社團首長、旅
港鄉親逾800人歡聚一堂，溫馨熱鬧、喜慶祥和。新膺會長曾
慶膽表示，定當悉力以赴，團結和依靠全體會員和廣大鄉親，
盡忠職守，齊心協力，共同把各項會務工作做好，不辜負鄉親
們的厚望。 本報記者：方 成（文、圖）

香港五華同鄉總會第五屆會董會合影

▲五華縣縣長范宜軍（右）為
新膺會長曾慶膽頒發選任書

▲廖廣鑄（左）致送紀念品予葉
解春

▲吳彩華（左）致送紀念品予甘
新境

▲徐愛娜（左）致送紀念品予
梁亮勝

▲廖廣鑄（左）致送紀念品予
仇長根

▲胡國輝（左）致送紀念品予
古爾夫

▲曾慶膽（左）致送紀念品予曾
百友

▲李佑新（左）致送紀念品予
何冬青

▲李佑新（右）致送紀念品予
羅煥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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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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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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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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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方成報道：香港潮州商會
與潮州市委市政府合辦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15 周年暨商會 90 周年會慶之 「潮州工藝精品
展」，將於 4 月 20 日在九龍圓方商場開幕，
展期至 22 日，其後移至新界青衣城繼續展至
26 日。今次展覽將展出 14 件潮州著名的民間
工藝精品，估計總值逾千萬。

香港潮州商會青年委員會主任陳光明及副
主任胡炎松昨日與傳媒午宴，介紹是次展覽情
況。陳光明指出，展覽籌劃了一年，商會會長
陳幼南為了今次展覽，多次親赴潮州挑選展品
，務求將最具特色、最能夠展現潮州文化深厚
底蘊的作品，呈現在香港市民眼前。

展品中，名為《蝦蟹簍》的一件潮州木雕
頗為矚目，此件作品由整根珍貴樹種紅豆杉雕
琢而成，立體空間感非常強，精緻至每一條蝦
鬚都精雕細琢，活靈活現，充分體現大師的非
凡工藝。而佔據中國四大名繡中粵繡重要一支
的潮繡作品雙面繡之《孔雀》，由潮州市潮繡
研究所所長、中國刺繡藝術大師孫慶先採用真
絲絨線，歷時 14 個月，一針一線展現孔雀欲
展翅開屏那一瞬美態。

胡炎松介紹商會自去年來為推廣潮汕文化
，已舉辦多場活動，反響熱烈，如《人間有情
》攝影展錄得過 20 萬點擊率、在置地廣場舉
辦的《潮汕美食展》每天統計入場人次過萬。

胡炎松表示，潮州民俗文化獨特，既具有鮮明
的地方色彩，又蘊涵濃郁的中古遺風，潮州因
而被漢學家譽為 「中原文化的典櫥」。今次展
覽有助市民加深了解潮州巧奪天工的工藝藝術
。大會決定今次「潮州工藝精品展」開幕禮將於
4月20日下午6時在九龍圓方商場一樓舉行。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婦委慶三．八

潮州商會精品展慶回歸

【本報訊】記者黃閩報道：日前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婦女委員
會在銅鑼灣世貿中心 38 樓舉行慶祝
「三．八」婦女節晚餐會。中聯辦副

主任郭莉，全國婦聯副主席陳秀榕，
特區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港區
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永遠名譽會長張
永珍、主席林樹哲，中聯辦協調部部
長沈沖、港島工作部部長吳仰偉、青
年工作部部長韓淑霞前來主禮。當晚
，大會由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婦
女委員會主任徐莉主持，並邀請到全
國政協委員、摩根大通銀行亞洲區主
席方方作題目為《2012 香港經濟與
金融前景展望》的演講。

林樹哲在致詞中指，該會成立5
年來所取得的成績，離不開300多位
婦女委員的努力。他讚揚該會女性委
員與大家一道，為國家的各項建設、
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了許多貢獻。他
表示相信香港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
女委員們一定會遵循該會的宗旨，把
婦委會會務辦得更加有聲有色。

陳秀榕發表講話時稱，特區成立
15 年來，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在全體香港市民的共同努力下，戰
勝了許多困難，保持住了香港國際金
融中心和航運中心的地位。她指，隨
着社會的進步，婦女的地位和素質亦

不斷提高，充分發揮了聰明和才智，
在各行各業作出了成績。她希望姐妹
們繼續發揚愛國愛港的傳統，發揮政
協委員的作用，為國為港作出應有的
貢獻。

許曉暉致賀詞時讚揚在座的女委
員們發揮女性溫柔細膩的特質，為家
庭和社會中做出了大量的貢獻，地位
不可替代。她並指港區政協聯誼會提
供了一個很好的平台，讓大家可以發
揮特長和巨大的影響力，造福社會。

主講嘉賓方方在演講中深入淺出
地剖析了當今國際經濟形勢，指出有
危必有機。他表示，中國的經濟在世
界已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香港背靠
祖國，在信息、人才、專業服務等方
面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為。

在聽眾提問時段，多位女委員踴
躍提出問題，方方亦作了詳盡地解答
。台上台下互動熱烈，在座的許多聽
眾均表示獲益良多。多個省市的婦聯
領導人及中聯辦各級官員出席了活動
，這些省市婦聯並向婦委會贈送了紀
念品。出席晚餐會的嘉賓包括潘玉蘭
、陳硯秋、周愛平、林文秀、甘端蓉
、李建蘭、蔡巧玉、錢芳莉、徐惠萍
、劉敬華，以及廖勳、張麗、盧高靜
芝等。該會副主任陳潔、周轉香、魏
鳳英、顏寶玲、馬春玲等參與了接待。

▲港區省級政協委
員聯誼會婦委慶
「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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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莉（中）接受林
樹哲（右）、徐莉
致送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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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余國春在致歡迎詞時，首先對李卓彬
副主席一行訪港表示熱烈歡迎，他說：李副主
席以前在廣東省工作，是香港僑界的老朋友，
這次上任中國僑聯副主席，我們的關係將更加
緊密。一直以來，中國僑聯都非常關心香港僑
界發展和港僑聯會工作，去年9月，喬衛副主
席率領《親情中華》藝術團來港慰問僑界同胞
，與香港市民共同慶祝國慶 62 周年，分享國
家發展的喜悅和自豪。高水準的演出受到香港
僑界和廣大市民的一致好評。近年來，香港僑
界關心國家大事，積極參與香港社會事務。前
不久港僑聯會舉辦的 「兩會委員、代表談兩會
」分享會，傳達 「兩會」精神，逾140多位僑
友參加。最近，香港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香
港僑界同胞全情投入，為使選舉工作順利進行
，僑界選委出智出力，積極推動及籌備舉辦
「行政長官候選人論壇」。余會長說：今天對

香港來說有特殊意義，第四屆候任行政長官剛
剛產生，希望梁振英為首的新一屆特區政府為
香港創造更好的明天。

主席陳有慶和常務副會長陳金烈等亦分別

向李卓彬介紹了港僑聯會近況：近年來港僑聯
會在中國僑聯的支持下，不斷發展壯大。2010
年舉辦了備受矚目的香港 「高端經濟」論壇、
2011 年該會牽頭聯同香港 46 家各界團體在香
港成功舉辦5項大型紀念活動。通過這些大型
活動的舉行，凝聚了香港各界愛國愛港力量、
提升了僑界的影響力。近日印尼總統訪港，亦
專門邀請在港的印尼華僑共晉早餐，了解他們
的生活現狀。

李卓彬對港僑聯會的熱情款待表示感謝，
他說：受中國僑聯主席林軍所託，向各位僑領
首長問好，並感謝港僑聯會對中國僑聯的長期
支持。這次訪港第一站就是拜訪僑界，了解到
香港僑界和中國僑聯一樣，近年來舉辦了很多

優秀的大型活動，社會影響力不斷提高。中國
僑聯的工作越來越受國家重視，習副主席曾在
一個場合的講話中，高度讚揚僑聯工作，並用
了很長的篇幅肯定僑聯的作用和地位。中國僑
聯是世界華僑華人的家，中國僑聯的成功，與
香港僑界的貢獻密不可分。特別是今天看到港
僑聯會領導層老、中、青三代匯聚一起，共同
發展會務，令人感到非常欣慰。他希望日後港
僑聯會透過民間外交，多做周邊國家特別是東
南亞國家的工作，促進國與國之間、國家與地
區之間的睦鄰友好關係。

出席會見的還有：港僑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林樹哲，副會長陳幼南、梁淦基、李碧葱、李
潤基、王錦彪，秘書長黃楚基，司庫陳志煒等。

【本報訊】日前，中國僑聯副主
席李卓彬、副秘書長林佑輝及秘書徐
友佳一行三人蒞港訪問，並專程看望
了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長余國春、主
席陳有慶、常務副會長陳金烈等該會
眾首長。賓主在歡愉友好的氣氛下交
流開展僑務工作的經驗，並就大家關
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中國僑

聯副主席
李卓彬（前
排左四）等
與港僑聯
會首長合
影

◀陳光明
（左）、
胡炎松介
紹 「潮州
工藝精品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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