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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開國元帥葉劍英的女
兒凌孜（葉向真），昨日到訪大公報，大公報副總經理周延召熱情接待來賓
。凌孜參觀了全新布置的大公報報史陳列館，周延召向她詳細介紹了大公報
的辦報歷程、歷史名人、名人題詞和獲得的獎項等，雙方還就一些焦點事件
和歷史人物進行了深入討論。

隨後來賓觀看了講述大公報歷史的紀錄片，並參觀了大公報編輯部。

【本報訊】記者黃穎雅報道：銅鑼灣街坊福利促進會日前在電氣道御名
軒宴會廳宴賀該會首長及會員去年獲特區政府頒授勳章，以彰顯他們過去多
年推動教育事業、關愛社群，為社區作出積極的貢獻。該會副主席丁毓珠榮
獲特區政府頒授二○一一年金紫荊勳章，會董李金鐘、會員馮翠屏獲特區政
府頒授二○一一年榮譽勳章。與會嘉賓、家人及友好逾四十多人聚首一堂，
場面熱鬧溫馨。

出席宴會的主要首長、嘉賓包括：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處長溫汝恩、東
區民政事務處民政事務助理專員區子君、東區警民關係主任陳偉基。銅鑼灣
街坊福利促進會會長蕭曾鳳群、主席岑才生夫婦，副主席李家祥夫婦，副主
席李廣林等。

主席岑才生在會上致辭，感謝各友好及會董出席宴會，一同祝賀三位受
勳人士。

他說，丁毓珠為幼稚園教育界知名人士，致力推廣幼兒教育工作逾四十
年，期間開設幼稚園及小學並出任校長，推動教育工作之餘更積極投身社會
服務，卓越成績有目共睹。丁毓珠在內地多個省市任政協委員，於本港擔任
的公職更是不勝枚舉。二○○一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銅紫荊星章、二○○
六年獲頒授銀紫荊星章。二○○八年榮獲特區政府破例三度委任為東區區議
員及連獲選東區區議會會主席。

他又說，會董李金鐘服務該會十餘年，為香港中文大學傑出校友，亦是
出色的教育家，積極推動本地教育及義務工作，先後開辦多所中學及幼稚園
，又在內地三省先後捐建五間希望小學，造福山區兒童。二○○五年獲香港
中文大學頒予榮譽院士銜、二○○九年獲選為全港首屆傑出人士，而且名列
三甲。

馮翠屏馳騁商界多年，積極投身社會工作，擔任維港獅子會創會會長、
公益金之友東區委員會主席、油尖旺工商聯會創會會長，榮獲香港特區政府
委任為東區區議會二○○八至二○一一年度區議員，去年重獲特區政府委任
為東區區議會二○一二至二○一五年度區議員。

丁毓珠祖孫三代及家人一同出席賀宴，讓她倍覺溫馨。丁毓珠說，該會
有一個傳統，就是家人獲獎，該會一定設宴祝賀，她十分感謝各人的祝福。
丁毓珠說，是晚佩戴勳章出席晚宴，目的是感謝該會首長、各界友好、家人
多年的鼓勵與支持，期望日後繼續為該會服務。李金鐘則表示，會繼續努力
報答各界對他的期望。

【本報記者方俊明珠海電】珠海市齊魯商會成立慶典暨第一屆監理事就
職禮二十七日在珠海舉行，將加強珠海與山東兩地的經濟聯繫，並共同促進
與港澳地區的緊密合作。首任會長由珠海市人大原副主任高存亮擔任。

齊魯商會將是珠海市工商聯、總商會的直屬商會，高存亮任會長，王軍
船擔任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顏軍、戴智奎、張登山、宋修臣、王志海、李
明輝、劉吉朋等任副會長，尚彪為監事長。

高存亮表示， 「齊魯」二字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具有國家、文化、地
理等三概念。其中，齊魯文化造就了一代聖人孔子，正是孔子最早把齊國和
魯國合稱為 「齊魯」的，並且一直沿用到現在。而二千多年前齊國和魯國的
統治範圍和現在的山東省範圍大體相當，因此如今 「齊魯」二字又特指山東
地區，山東省別稱 「齊」、簡稱 「魯」。

改革開放以來，大批齊魯兒女前來珠海發展，為壯大珠海的經濟實力作
出了積極的貢獻。為了加強在珠海的山東籍各界人士的聯繫，廣交朋友，增
進友誼；為了加強珠海與山東兩地的經濟聯繫，愛珠海，愛家鄉，維護鄉親
們的合法權益，成立珠海市齊魯商會勢在必行。據悉，商會成立後將計劃設
立齊魯文化傳播公司，以及組建一個超市型的實體等。

▲葉劍英女兒凌孜（葉向真）（左）訪本報，受到大公報副總經理周延
召熱情接待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本報訊】記者黃穎雅報道：九龍總商會
日前在該會禮堂舉行專題講座及慶祝母親節晚
會，筵開十八席。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組長杜
嘉芬擔任講座主講嘉賓，以台港升學與經貿為
題發表演講。會後又舉行慶祝母親節晚會，大
會主席鄧淑芬則表示，子女出生後，母親無微
不至地照顧年幼子女，至求學階段又給予關懷
指導，直至長大成人，她勉勵各位要珍惜眼前
人，以報養育之恩。

杜嘉芬說，馬英九二○○八年當選台灣領
導人前，台灣和香港的民間往來較密切，但官
方卻相對落後，馬英九上任後成立 「台港經濟
文化合作策進會」，香港亦成立了 「港台經濟
文化合作協進會」，加強兩地經貿文化交流。
至於港人赴台灣升學問題，二○○四年香港只
有百多人赴台報讀大學課程，今年則有四百至
五百人到台灣讀書，至今亦收到約 3830 名學

生入學申請，預期屆時約有六至七成學生到台
灣讀書。

另該會於本月十九至二十二日組團赴台北
出席第十三屆 「總統」及 「副總統」就職酒會
及觀光拜訪，為特別其事，舉行一個簡單而隆
重的授旗儀式，由杜嘉芬組長頒授旗幟，寓意
代表團順順利利、旗開得勝。

之後，該會又於禮堂舉辦慶祝國際母親節
大會，由該會婦女部主任謝淑芳擔任大會主席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組長杜嘉芬及香港女律
師協會會長毛慧賢任主禮嘉賓。謝淑芳致詞時
指出，母親節是一個重要的節日，該會歷年都
舉行盛大的慶祝。目的，就是希望喚醒人們，
不要忘懷母愛的偉大。她又提醒在座諸位，做
子女的，必須好好的敬養、愛護母親，使她時
時刻刻都感到安慰，以報母親的養育之恩。

專題講座及晚宴舉行之前，龍總在該會會

議廳召開第三十六屆理監事第十七次聯席會議
。理事長鄭君旋在主持會議時報告說，該會於
五月十至十二日，赴天津出席由天津市人民政
府舉辦的 「中國．天津第十九屆投資貿易洽談
會暨第八屆PECC國際貿易投資博覽會」，團
員有商業部副主任伍義林、會員鄧婉智以及他
本人。抵天津後，即參加由天津市委統戰部、
天津市商務委及及津聯集團舉辦的歡迎晚宴，
席上中聯辦副主任兼團榮譽顧問郭莉介紹天津
市是一個熱情、激情、豪情的地方，各港商應
把握機會開拓發展。

赴津期間，龍總一行參加了津洽會開幕
式及參觀展覽洽談合作，與天津市市長黃興
國會面，參觀王朝酒堡、馬球會館、天津市
濱海高新技術區等，又與當地商家及團員聯
誼交流。

龍總慶母親節辦專題講座

▲參與演講晚餐會的賓主大合照▲

王國強（右）、唐大威（左）致贈紀念品予馬時亨

【本報訊】記者王榮平報道
：近日，Gault&Millau 和法國駐
港工商會在太平山頂法國駐港官
邸舉行《波爾多葡萄酒》指南發
布酒會。參加當晚活動的有波爾
多 葡 萄 酒 雜 誌 主 編 Come de
Cherisey、Gault&Millau 公司全球
頂尖侍酒師亞洲區顧問 Fernand
Klee、Sommelier Services 名莊投
資商 Francoise Chabeau、法國工
商會代表、港深兩地葡萄酒專業
人士、葡萄進口商和媒體約 200
餘人參加當晚發布酒會。

Come de cherisey 在發布酒
會上介紹到：Gault&Millau 的葡
萄酒指南始於新禧年，延承 「獨
立、公正、嚴謹」和對消費者負
責的精神，以言簡意賅中文格式
，為消費者提供最為實用的選酒
信息。2011 年，Gault&Millau 誕
生50周年之際，出版一本中文葡
萄酒指南的計劃開始啟動。經過
一年的調查研究，將在2012年借
香港 VINEXPO 亞太葡萄酒及烈
酒 展 覽 會 之 際 推 出
Gault&Millau2012 波爾多葡萄酒
指南。首次問世中國市場。首次
發行 3 千冊紀念版，繼而達到 10

萬冊簡裝版。
Fernand Klee 在接受本報記

者採訪時說到，他說兩周前在法
國一個評酒會喝到中國的葡萄酒
，給予很高的評價，這是對中國
葡萄酒最好的稱讚。評價一個葡
萄酒的好壞，價格不是最主要的
，主要是生產過程中尊重土壤和
釀造過程，這樣造出來的酒最好
喝。土壤、天氣和人，充分的尊
重和研究他們。

此指南主要是給中國消費者
介紹波爾多葡萄酒的特點。對所
有對葡萄酒有興趣的讀者，教他
們一些知識，不同的酒、產區之
間的區別和特點，氣候會影響葡
萄酒的質量等。有教學的特點，
介紹一些葡萄酒相關的知識，怎
樣去了解、去欣賞葡萄酒。

他說自己並不會關注營銷方
面，真正尋求產品的價值。在香
港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專賣店將在
10月份開業，除了法國高檔紅酒
，還有法國麵包、奶酪、巧克力
各種產品。完全繼承法式餐廳的
這種精神，追求真正的味道，對
原本味道的追求。

中國人對奢侈品都有一些追

求，對於好酒、高檔的名莊酒和
老年酒。給他們的一些建議，在
比利時、盧森堡那些對口感要求
很高的國家，都會相信他的選擇
，也是他的追求者。全世界追求
味蕾上的高感者。感謝香港的消
費者，對感觀的追求，希望以他
的知識、經驗給開放的香港、帶來
有真正價值的東西，波爾多酒一
直是世界最好的酒、重要產區之
一。在法國，皇室喝的酒，他都

要先去品嘗，然後才給他們喝。
Gault&Millau 始於 1961 年，

兩個法國記者的智慧碰撞，奠定
了後來法國餐廳評論界的新風向
。1980 年 Gault&Millau 在世界名
聲大震，被作為時代雜誌封面。
Gault&Millau 餐 廳 指 南 比
「Michelin」 紅 寶 書 來 說 ，

Gault&Millau 的黃寶書讀者更能
領略到一種獨立性和美食的獵奇
精神。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王國強、商務委員
會主任唐大威分別致辭，他們表示，馬時亨教
授離開政府後一直從事經濟及金融領域方面的
工作，現任中國農業銀行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
多間大集團的董事，在經濟金融業方面有豐富
的經驗，是業內專家。在世界經濟不明朗、金
融形勢複雜的當下，邀請馬教授與大家分享投
資心得，是一次很好的學習機會。

歷史是重複的
城市大學商學院副院長邱啟榮表示，今次

活動陣容鼎盛屬歷次之最。城大的學員及校友
不僅可獲得投資知識，亦有幸與來自香港廣東
社團總會的優秀企業家進行互動交流，建立人
際關係網絡，藉着這類活動，幫助他們與時俱
進，終身學習。學院會繼續與香港廣東社團總
會這個 「最優秀的合作夥伴」繼續合作， 「分
享智慧，共創輝煌」。

隨後，馬時亨做 「投資：做神有多難？」
的主題演講，與大家分享了他參與股票市場的
種種經歷，歷經 32 年，他見證了金融市場的
起跌。 「歷史是重複的」，80 年代南美國家
已遇到債務危機；如今歐債危機，令全球金融
動盪。同時，隨着資訊更加發達，國際政治形
勢風雲變化，把握股市更困難，投資 「無神可
做」。

投資看三部曲
他認為，投資股票除了三部曲 「看大勢、

看板塊、看公司」以外，最重要的便是 「不要
道聽途說」， 「要自己進行分析」，然後則是
「戰勝自己的心理狀態」。他建議大家不要傾

斜資產，在明確自己的投資目標、資金有餘的
情況下，平均分配股票、債券、基金等多樣投
資產品，但求 「安心」。

城市大學MBA課程主任曾淵滄、廣東社

團總會商務委員會副主任楊國輝做總結，投
資不可 「做神」，要明確自己的投資原則，
做到 「手中有股、心中無股」的坦然境界。
與會者聽得十分投入，受益匪淺，亦進行了
自由探討。

參加活動的廣東社團首長還包括：副主席
唐學元、楊志紅（兼秘書長）、蘇傑開，常務
副秘書長余錦坤、楊德、蔡彪、陳少洪，常務
會董倫志炎，副會長李國雄等。

廣東社團辦專題講座
馬時亨分享投資心得

【本報訊】由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商務委員會主辦、城市大學協辦的 「 『分享
智慧，共創輝煌』 演講晚餐會」 日前假何文田百樂門宴會廳舉行。前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局長馬時亨應邀向200位城市大學商學院的MBA、EMBA的學員、校友
，以及社團領袖、商務委員會委員分享了投資心得，傳授了自己的 「金科玉律」
， 「投資無 『做神』 ，最關鍵要戰勝自己的心理狀態」 ，令與會者獲益良多。

葉帥女兒葉向真訪本報

銅鑼灣街坊會賀同仁受勳

▲銅鑼灣街坊福利促進會宴賀三位獲授勳的首長及會員 本報攝

珠海齊魯商會成立

▲珠海市齊魯商會相關負責人與嘉賓合影 本報攝

波爾多酒指南中國版問世

▲龍總首長與出席活動的主要人員合影 本報攝

▲最佳侍酒師亞洲區顧問Fernand Klee(左二)、Gault&Millau主編
（ 右 ） Come de Cherisey、 名 莊 投 資 商 （ 左 ） Francoise
Chabeau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