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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嘉年華圓滿舉行

責任編輯：黃秀娟

以打造亞洲最矚目國際娛樂盛事的 「威尼
斯人嘉年華」日前隆重開幕，今屆以新奧爾良
狂歡節為主題，呈獻多姿多彩的娛樂體驗。這
個匯聚世界各地嘉年華精華的盛事，亦是糅合
音樂、美食、美酒及現場表演的文化慶典。在
開幕禮當日已吸引數以千計的旅客和市民參加
，場面熱鬧非凡。

「威尼斯人嘉年華」是威尼斯人酒店度假

村一年一度的盛事，並得到澳門特區政府旅遊
局的全力支持。酒店大堂外景致如畫的鐘樓及
人工湖畔一帶化身繽紛嘉年華，除了設有多個
別具特色的攤位及各種歌舞表演外，更有蜚聲
國際的 Pine Leaf Boys 及 Michael Foster Project
銅管樂隊。同時，靈感源自新奧爾良狂歡節的
嘉年華讓訪客享受形形色色的澳門地道及國際
美食、飲品及購買飾物擺設。

於開幕音樂會上，最矚目的環節莫過於銅
管樂隊巡遊，還有六支參賽隊
伍的精彩表演，競逐總值高達
港幣 50 萬元的獎金，隊伍包
括 Nok Kyun Kim、 Spoke、
Main Squeeze、Theo Croker、
Tinho Pereira and Ginda &
The White Flowers。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總裁兼
行政總裁愛德華．卓思於典禮
上致辭時表示： 「澳門威尼斯
人為金光大道注入無限生命，
帶領進入娛樂新時代，令我們
感到十分驕傲。澳門的旅客可
於此周末盡享世界級一流的娛
樂盛事。我們將會在這個精心
設計的舞台上，親眼目睹十二
隊專程由韓國、巴西、美國、

法國、印尼、中國內地及香港遠道而來的樂隊
為我們表演，當然還不少得澳門本地的音樂團
體。」

「威尼斯人嘉年華」於5月25日至27日舉
行，入場費用全免。另外，5 月 26 日晚上舉行
威尼斯人慈善晚宴，籌得善款收益將撥捐澳門
生態學會以支持環保推廣工作及培養環保事業
人才。

丁曉萍

澳門喜來登金沙城中心酒店參與由喜達屋酒店及度假村
國際集團亞太地區推出的 「套房或別墅升級」活動，賓客可
升級至更高級房間類型，以前所未有的八折或更高的優惠預
訂套房或別墅，享有更多的禮遇及優待。專屬待遇包括更寬
敞空間及更好的客房設施、使用行政俱樂部酒廊，以及享用
免費早餐及餐前雞尾酒。

賓客可透過此活動以優惠價格預訂喜達屋集團於亞太地
區的別墅精選。喜達屋集團亞太地區的別墅精選包括集團旗
下於區內 19 間度假村中的 768 間別墅房型。優惠活動須於
即日起至6月30日之前預訂，並於12月31日之前入住。

澳門喜來登行政俱樂部為入住的賓客提供多項尊享禮遇
，其中包括使用喜來登行政酒廊及享用免費早餐及全天候美
點，又可免費高速無線上網，還有私人禮賓服務，提前入住
及延遲退房服務，特選水療療程優惠券，以及優先使用池畔
小屋等。參加是次優惠活動的酒店品牌包括喜來登、威斯汀
、瑞吉、豪華精選、福朋、W酒店、艾美以及雅樂軒。

如 欲 查 詢 詳 情 ， 請 瀏 覽 www.starwood-ap.com/
upgrade2012尊享限時禮遇。

第三屆世界江門青年大會將於六
月二日至三日在馬來西亞沙巴州亞庇
市舉行，澳門江門同鄉會與澳門江門
青年會將組織四十多人的代表團前往
參與盛會，兩會都表示，希望藉着參
加是次活動，與世界各地僑青精英加
強溝通交流，增進相互了解，拓闊視
野，提高自信心，為國為澳建設發展
貢獻力量。

澳門江門同鄉會與澳門江門青年
會日前假該會文體康樂中心舉行記者
會，澳門江門同鄉會理事長梁耀宗及
江門青年會理事長李健強等出席主持
會議，並介紹將組團參加活動情況。

據介紹，兩年一屆的世界江門青
年大會，已分別於二零零七年及二零
零九年在中國的江門和澳門成功舉辦
，本屆大會由馬來西亞沙巴州江門四
邑聯合會主辦，江門市人民政府為支
持單位。今屆大會主題為 「相約沙巴
、共創輝煌」，活動的意義希望聯合
世界各地華僑精英，促進世界華僑青
年互相溝通，共建和諧社會，發揚中
華民族精神。

澳門江門同鄉會與澳門江門青年
會將組織四十多人的代表團，並邀請
中聯辦副部長級助理葉俊斌參團同行
，代表團由澳門江門同鄉會會長梁伯
進任名譽團長，澳門江門青年會理事
長李健強擔任團長，澳門江門同鄉會
常務副會長黃曉媚、理事長梁耀宗、
副會長陶愛珍及夏俊英擔任副團長。

代表團將於六月二日參加由大會
款待的歡迎晚宴，席上設有文藝表演
。翌日全體人員將出席第三屆世界江
門青年大會開幕儀式，壓軸活動是以
「世界江門青年大會經濟論壇」劃上

句號。六月四日交流團將結束行程返
抵澳門。

代表團成員還包括麥建江、任君
恆、梁永康、李鋒、張梽焄、甘俊傑
、鄧煜平、黃浩文、易勁風、詹明傑
、藍璐、李翔、廖彩霞、林冰蘭、戴
柏榮、梁傑聰、區用荇、趙暉、吳曉
佳、林郭綺梅、林植健、何彩弟、陳
雪雯、羅漢順、朱毅、賴錦富、黃詩
雅、李鎮輝、張蘇揚、林宇菲、鄭嘉
敏及李碧珊等。

第八屆中國（深圳）國際文化產業
博覽交易會已於 5 月 18 至 21 日成功舉
辦。南山區以「創意南山 文化未來─
爭當全國文化產業發展 『領頭羊』」為
主題積極參加，組建南山展團、大型企
業獨立參展、申辦7個分會場、舉辦11
項專項活動，圓滿完成參展工作。

短短的四天時間，南山7個分會場
共接待觀眾 249624 人次，參會觀眾團
體數 332 個，南山區合同成交額 56.86
億元，意向成交108.89億元。

文博會期間，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
春再次親臨深圳，數次深入考察南山文
化產業發展。巡查了南山展區和華強、
雅圖等獨立展區，還親臨華僑城歡樂海
岸分會場，寄語歡樂海岸把 「文化+旅
遊」、 「文化+科技」等經驗好好總結發揚
，不斷探索國有企業與各種所有制共同發展
的良好局面。

南山區按照精品戰略參展，參展企業基
本囊括南山各行業領軍企業，各分會場誠邀
眾多專業人士提升活動品質，環球數碼分會

場請來了奧斯卡最佳視覺效果獎得主安東尼
助陣，舉辦國際動畫大師講堂。

此屆文博會，南山區文產辦獲得 「優秀
組織獎」，南山展團獲得 「優秀展示獎」，
南山文化企業浪尖、嘉蘭圖等獲得 「文博杯
」設計精品獎。

▲爵士樂隊大比拼，為活動增添氣氛

威尼斯人嘉年華開幕禮氣氛熱烈

世界江門青年大會六月大馬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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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繼續、切實幫助雲南乾旱災區，文博
會期間， 「愛有益．心無界」大益茶義賣活
動在深圳文博會古玩城分會場隆重舉行。據
大益茶授權公司深圳市榮藝普洱茶行總經理
施永樂透露，文博會期間銷售茶葉所得的金
額已100%作為善款捐往大益愛心基金。

活動現場，商家全程播放了雲南災區的
受災情況，並安排了各類歌舞節目為捐款助
興。施永樂表示： 「這次義賣捐款活動是因
為雲南連續三年遭遇乾旱，作為本土企業，
希望通過捐款切實幫助雲南災區解決目前及
將來飲水、用水的問題。」

據了解，深圳榮藝普洱茶行係大益茶授
權經銷商，四年代表大益集團參加文博會，
三次參與香港國際茶展，被評為 2011 年度
全國優秀經銷商。該茶行在深圳、香港兩地
有屬下授權專營店共 23 家。而大益茶製作
技藝也於 2008 年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名錄。因 2010 年，大益集團正式簽約廣
州亞運會，作為中國茶企業的代表首次贊助
國際大型綜合性體育賽事，2011 年， 「大
益」牌經國家商務部正式認定為 「中華老字
號」。

薛鈐文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總裁兼行政總裁愛德華
．卓思在開幕禮上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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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會南山區簽約逾56億元

▲文博會主場區南山館吸引不少市民前來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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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黃穎雅報道：由香
港福建同鄉會將軍澳分會主辦、莊元苳
議員辦事處協辦的 「福建文化嘉年華」
日前在將軍澳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
中學順利舉行。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
林樹哲、廈門市海外聯誼會常務副會長
陳素珍、香港晉江同鄉會會長董吳玲玲
、立法會議員陳克勤、香港廈門聯誼會
榮譽會長陳榮旋、香港福建同鄉會理事
長施世築、將軍澳分會理事長葉振強出
席主禮，與現場五百名閩籍鄉親、長者
歡聚一堂，欣賞精彩的文藝表演，場面
熱鬧。

林樹哲、董吳玲玲等先後致辭。林
樹哲致辭表示，香港現有百多萬閩籍鄉
賢，福建同鄉會一向廣泛團結、服務鄉
親，又積極參與香港社會事務，他期望

日後該會繼續舉辦活動，為凝聚鄉親，
共建社區和諧作出貢獻。董吳玲玲則期
望該會日後多辦活動，她又以福建話祝
各位長者身體健康、家庭幸福、事事順
利。

閩籍鄉賢陳克勤在會上感謝將軍澳
分會理事長葉振強、莊元苳議員辦事處
工作的無私奉獻和盡心盡力，籌備兩個
多月的活動才得以順利舉行。他又提及
希望政府可盡快落實長者、傷殘人士乘
車優惠，在任何時間以兩元乘搭所有交
通工具，長遠來說，期望下屆特區政府
落實長者免費乘車優惠。另外，亦積極
爭取將特區政府提出長者在廣東省居住
滿六十天便可取得高齡津貼的 「廣東計
劃」拓展至福建省，讓長者可安享晚
年。

【本報訊】日前，新界社團聯會
與民建聯元朗支部聯合舉辦 「元朗區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15 周年——深圳
祥和之旅」。是次活動組織逾二千人
，在榮譽團長：立法會議員張學明、
譚耀宗、劉江華，團長：新界社團聯
會會長、元朗區議會主席梁志祥，高
級顧問：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張
肖鷹及隨團顧問：新界社團聯會理事
長、北區區議員陳勇的率領下，繼去
年的 「深圳大運之旅」後，再次往深

圳參觀、交流。
新界社團聯會及民建聯元朗支部

在深圳市政府、羅湖區政府、中聯辦
新界工作部各部門的鼎力協助及支持
下， 「深圳祥和之旅」得以圓滿成功
！對於各單位的熱情款待及通力協助
以促成是次參觀團，團長梁志祥謹代
表參觀團致以由衷的感謝。

陪同出席是次參觀團的，還有中
聯辦新界工作部副處長鄧偉勝及科長
謝竹新。

吳伯雄對大家的來訪表示熱烈的歡迎，他
稱，港區政協藏龍臥虎、精英薈萃，是兩岸經
濟文化交流的橋樑。福建台灣地緣相近，要
「經濟合作手攜手，文化交流心連心」；要珍

惜兩岸目前和平發展的最好時期，擱置分歧，
正視現實追求共同的利益和價值觀。他並希望
大家多來台灣參訪，了解台灣，並有所心得，
為兩岸和平發展再作貢獻。

珍惜兩岸和平發展
曾琦就吳伯雄榮譽主席的熱情接待表示衷

心的感謝，並對 「伯公」對兩岸和平發展的貢
獻表示崇高的敬意。他指此次是該會成立以來

第一次訪台，福建和台灣關係密切，他表示希
望通過此次訪問展開多層次的民間交流加強雙
方了解，使得兩岸的往來更為融洽。

顏純炯亦表示，非常榮幸受到吳伯雄榮譽
主席的接待，感到很高興。他稱，閩台血緣相
親地緣相近語言相通，而該會中許多成員 10
多年前已開始與台灣往來，積極促進兩岸三地
的經貿交往，該會屬半民間組織，今後將更好
地發揮橋樑紐帶作用，促進三地鄉親的往來，
推動彼此間的了解和友誼。

密切交流增進友誼
訪問團入台之後在國策顧問、國民黨中評

會主席團主席蔡鈴蘭周到熱情的安排下，拜訪
了台中市市長胡志強、大甲鎮瀾官董事長顏清
標、資政兩岸民意代表聯誼會會長饒穎奇、海
峽兩岸商務發展基金會董事長張平沼等。代表
團隨行鋼琴家吳迪在台中舉行了一場成功的音
樂會，演出受到了好評。代表團一行並參訪遊
覽了中台禪寺、台中果菜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日月潭、台北故宮博物院、士林官邸、101大
樓及台北九份等。

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台灣文化之旅
代表團成員還包括秘書長劉與量，團員王明洋
、楊集文、姚明摺、羅興祥、佘明釗、周珊珊
、許寶月、黃清快、吳迪、蕭輝、莊海源等。

◀台中市市長
胡志強（前中）
與訪問團一行
合影

本報攝

▼團長曾琦
（左）代表訪
問團致送紀念
品予吳伯雄
（中），右為
顏純炯

本報攝

5月27日，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一行15人在榮譽團長顏
純炯、團長曾琦的率領下抵台灣，展開一連5天的訪台行程。這是該
會首次組團訪台，希望發揮港區政協委員的作用，透過交流參訪，增
加對台了解，促進兩岸交流，為兩岸的和平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昨
日，代表團一行獲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接見，雙方進行了小型座談
會，會上吳伯雄表示今日的和平發展得來不易，大家都要好好珍惜和
愛護。在台期間，福建省港區委員聯誼會與海峽兩岸民意交流基金會
結成友好兄弟會。 本報記者 黃 閩

元朗慶回歸辦深圳之旅
▲參觀團主要成員與當地領導及有關單位人員合照

▲與會全體嘉賓、同鄉會執委與主禮嘉賓大合照 本報記者黃穎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