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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香港僑界社團聯會主席陳有慶
、會長余國春等首長日前在又一村花園俱樂部
接待中國僑聯經濟科技部副部長、中國僑商會
秘書長安晨，中國僑商會副會長、山西省華僑
商會會長暢瑞鋼一行。代表團此番訪港是為8

月在山西太原舉行的首屆世界晉商大會邀商，
接待會上並進行了招商項目推介。

余國春致歡迎辭說，該會 2004 年成立，
是不分區域、不分行業、最廣泛、最具代表性
的僑界社團。受中國僑商會的委託，該會代為

聯絡、安排訪問團在香港的活動行程。能為首
屆晉商大會這項盛事的籌備工作盡一分力，感
到榮幸和高興。晉商與廣東的粵商、福建的閩
商、客屬的客商、海外僑商一樣，有着堅韌不
拔、勇於開拓的創業精神和愛國愛鄉的優良傳
統。相信舉辦首屆世界晉商大會，一定能夠弘
揚晉商精神、凝聚晉商力量，能夠擴大招商引
資，吸引更多的海內外企業家到山西投資。

中國僑聯副主席、中國僑商會會長陳有慶
說，首屆世界晉商大會將於8月中旬在山西太
原召開，預計將吸引 1000 餘海內外晉商、僑
商參加。中國僑聯作為大會的主辦單位之一，
對大會非常重視，中國僑商聯合會也全力支持
，將邀請海外知名僑商、僑領參會。他說，香
港僑界以往曾全力支持世界潮商大會、世界客
商大會、世界閩商大會、世界徽商大會、世界
浙商大會等。山西歷史文化深厚，經濟發展形
勢良好，舉辦世界晉商大會的時機已經成熟。
通過舉辦世界晉商大會，可以為海內外僑胞了
解山西提供難得的機會。

安晨致辭感謝港僑聯會的精心安排，未來
4天中，訪問團將拜會中華廠商會、中華出入
口商會、香港總商會、香港工業總會等工商團
體，進行座談和推介活動。暢瑞鋼介紹首屆世
界晉商大會的籌備情況，並誠摯邀請諸位僑領
屆時赴山西參會。山西翼城縣委書記李朝旗在
座談會上介紹了該縣的招商情況。

到訪的嘉賓尚包括張志宏、賈紅偉、林芷
冰、王文平、解雲霞、侯長社、許紅霞、鹿英
杰、翟建華、翟紅霞、吳華、李翔、郭勇。

出席接待的港僑聯會首長還有常務副會長
陳金烈，副會長王欽賢、梁淦基、李潤基、黃
周娟娟、鄧楊詠曼，永遠名譽會長林建岳，名
譽顧問吳騰輝，秘書長黃楚基，副秘書長葉森
堯、李麗娟、鄭玉蘭、林秉雄，副司庫陳光明
，青委會主任梁志明。

【本報訊】記者方成報道：國
際婦女會日前在中港城皇潮匯舉辦
「慶祝雙親節聯歡會 2012」，主席

彭徐美雲聯同一眾主禮嘉賓：中聯
辦協調部副部長廖勛，油尖旺民政
事務專員趙頌恩，國際婦女會顧問
、全國政協委員朱蓮芬，國際婦女
會顧問梁乃江、榮譽會長陳鳳英，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策劃
及統籌主任潘巧玉，油尖警區警民
關係主任簡慕恒，為大會揭幕主持
剪綵。

國際婦女會主席彭徐美雲致歡
迎辭說， 「看見大家與親人歡聚一
起，非常溫馨，非常高興。感謝我
們的父母親，為我們的家庭鞠躬盡
瘁，為我們的社會盡忠職守，為我
們的下一代樹立良好的榜樣。作為
子女要好好反思如何報答父母，如
何回饋社會。」她表示舉辦此活動
旨在提倡孝親敬老、頌揚父母偉大的愛心，弘揚孝親敬老傳統美德，提醒年
輕一代孝順父母。她希望透過活動的開展讓父母與子女間有緊密的聯繫，從
而建構和睦家庭及為更和諧社會努力。

趙頌恩和朱蓮芬分別致辭。趙頌恩感謝國際婦女會如彭徐美雲等一眾有
心人士，出錢出力，開展眾多活動，如每年均舉辦的 「慶祝雙親節活動」，
匯聚區內長者、姐妹，以表對父母親的愛和敬意。他說， 「雙親乃和諧家庭
基石，和諧家庭又是和諧社會的基石」，希望年輕一代傳承中華民族 「尊老
敬親」的好品德，共同構建社會和諧、幸福。朱蓮芬讚揚該會過去多年，熱
心公益，服務社區，敬老尊老，幫助婦女融入社群，所付出的愛心傳遍每個
角落。在分享溫馨雙親節的時刻，她希望一家人，齊心協力，為香港的繁榮
穩定，社會和諧，家庭幸福做更大的貢獻。

【本報記者楚長城、通訊員周陳辰鄭州三十一日電】在 「六一兒童節」
到來之際，香港李嘉誠基金會聯合河南省第二慈善醫院，在焦作市和新鄉市
兩地開展唇腭裂兒童融入社會關愛行動。

唇腭裂兒童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備受各界關注，其特殊的成長過程
也是社會各界愛心人士關注的焦點。 「以往慈善關愛活動都是以手術為主，
手術做完了關心行動也就結束了，而忽略的最為嚴重的心理治療，開展此類
活動，是為了讓這些有先天性不足的孩子，通過手術和心理治療，更早的融
入到社會當中去。」李嘉誠慈善基金會畢主任說。

此次活動得到了各方的大力支持，在焦作幼兒園裡與小朋友互動，體驗
幼兒園的生活，讓患者兒童知道，經過治療，他們也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一樣
生活；在河南師範大學，參觀大學校園、體驗大學生活，讓患者兒童知道，
只要努力學習，也可以上大學。

記者了解到，河南省第二慈善醫院作為李嘉誠基金會 「重生行動」河南
地區的定點醫院，已完成唇腭裂手術七千六百餘例，排名第一，全部做到了
後期跟蹤，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心理治療。

最近香港社會新聞議論的焦
點，除了拉布就是政府架構改組
建議通過的障礙和時間。政府架
構改組方案尚未開始在立法會討
論，我們就已聞到了濃濃的火藥
味。立法會少數議員，有可能利
用拉布、流會，令政府改組架構
建議無法如期通過。有人說如何
解決要問始作俑者，也有人說政
府應作妥協，換取立法會的暫時
和解與團結，優先處理其他迫切
議案，包括政府改組建議。筆者認
為其實不然。泛民打着民主的幌
子，謀取政治的利益。其反對派的
立場是不可能因為你的妥協而改
變的，其通過拉布、流會向社會
發出的訊息再清晰不過了。罔顧
公眾利益、不計社會成本、拖累
香港，才是他們的最終目的。

泛民罔顧公眾利益
立法會已經成立小組委員會

，處理政府改組架構事宜。按議
事規則，要在立法會通過改組決
議案，事前須十二天通知期。政
府期望在六月六日人事編制委員
會討論增加職位事宜，十五日向
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並於二十
日立法會大會通過決議。泛民議
員部分為職業律師，非常了解立
法程序和需要的時間，改組議案
不能打尖處理。如在立法會繼續
出現拉布流會，時間上就無法配

合，改組建議和撥款就不能在預
期時間通過。儘管改組建議符合
候任特首理念，有着堅實的民意
基礎，重組有助加強政府有效處
理及適時回應香港不斷轉變的經
濟和社會需求，有助應付不斷增
加的公眾期望，促進香港進一步
的經濟發展，以及與內地的融合
。但是反對派的立場不會改變，
不會因為建制派的妥協而改變初
衷，抗爭是唯一的選擇。他們希
望看到的結果是梁振英特首的新
政府管治團隊，未能整整齊齊在
七月一日宣誓效命，讓香港成為
世界的笑話。

支持政府改組架構
我們很高興的看到了，立法

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分別於五月十
九日和二十六日，召開聽證會徵
求社會各界對政府改組架構建議
的意見。數百名市民和團體代表
到立法會，就候任行政長官提出
的政府改組架構建議，發表意見
並表示支持。本人所屬的香港海
南商會和香港文昌社團聯會，代
表海南鄉親也到立法會發表意見
，對改組政府架構表示支持。因
為，我們聽到了社會上的聲音，
感受到普羅大眾對新特首、新政
府的期望。候任特首在競選期間
邀請市民和專家共同草擬的政綱
，提出穩中求變的治港理念，促

進行政和立法機關合作，確保各
項政策的落實執行，明確問責制
官員的政治責任，以及公務員的
執行責任。這次五司十四局的政
府改組架構建議，正正體現了上
述理念。所以，我們沒理由不給
候任特首機會，讓他帶領新政府
管治團隊，兌現和實現競選政綱
。任何阻礙拖延政府改組架構建
議通過，阻礙新政府依法施政，
都是違背民意的，不會得到普羅
大眾的支持。

未來面臨巨大挑戰
未來五年香港面臨巨大的挑

戰。新特首任重道遠，作為香港
市民也責無旁貸。在香港內部而
言，面臨經濟不確定因素，行政
和立法會機構互不相讓的緊張局
面，社會貧富不均，樓價高企等
民生議題。在香港外部而言，美
國經濟復蘇緩慢，歐債危機陰霾
未散，國內經濟下滑風險加大。
在這樣的特定環境之下，建立強
勢的特區政府，強勢的政府管治
團隊，勢在必然且刻不容緩。要
對香港未來五年負責，對七百萬
香港人負責，是候任特首的歷史
使命。梁振英先生表示任內將尋
求通過經濟多元化實現經濟更強
增長。按世界各國一般作法，由
政府首腦組閣，提出組閣人選，只
是職責所在，而且主流民意認可

，為什麼還要諸多刁難？為什麼
不可以顧全大局，開綠燈放行？

候任特首梁振英最近以急市
民所急、拉布為題，提醒以往通
過政府改組建議的普通作法，和
本次改組建議的時間緊迫，事在
必然並無不妥。部分議員借題發
揮，再玩拉布威脅，其目的昭然
若揭。我們相信和期待，大多數
香港市民認可的本次政府改組建
議，一定可以順利通過。新特首
與七百萬香港人是新的夥伴關係
，我們也應和新特首同坐一條船
，同心協力，拚經濟、拚民生是
我們共同的目標。關鍵的問題是
，必須確保在六月底之前通過候
任特首提出的政府改組建議，讓
新特首帶領他的管治團隊，經過
三個月的磨合，在十月份的第一
份施政報告，提出明確的、長遠
的、宏偉的香港發展藍圖。落實
新特首競選政綱的承諾。

由張學良基金會主辦之 「關愛留守兒童，
支持 『愛心支教』活動」近日於深圳舉行啟動
儀式後，更至維港之畔載歌載舞，在伊利莎白
體育館舉辦一場感人至深的歌舞音樂晚會。張
學良基金會會長張桂蘭、司法部中國法律援助
基金會副秘書長陳益未、張學良基金會副會長
陳霆、張學良基金會副會長陳霄、張學良基金
會副會長蔣楨、張學良基金會副會長李廣軍等
人作為主禮嘉賓出席晚會。

支教留守兒童獻愛心
張學良基金會會長張桂蘭在晚會致辭中表

示： 「留守兒童是近年來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
，它關係到教育、安全等問題，也牽涉到在城
市務工人員能否安心工作，投身經濟建設。目

前一些企業特別是外商投資企業 『招工難』、
『用工難』與此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而 『愛

心支教』是一個面向鄉村教育的純公益性質的
義務教學活動。通過組織受過良好教育的志願
者到偏遠地區學校進行短期任教，與留守兒童
交流溝通，帶給偏遠地區孩子們全新的知識和
先進的理念，使他們感受到社會的進步和時代
的氣息，從而喚起他們學習的熱情和對知識的
渴求；使他們增強對生活的希望，更加樂觀的
面對艱辛與困苦；為他們樹立積極的人生觀、
價值觀而打開的一扇窗，讓他們通過這扇窗去
了解外面的世界。」

當晚高中生支教聯盟主席、策劃人白璐與
一眾舞蹈樂團演員們的傾情演出，令觀眾們流
連忘返，其中配樂詩朗誦《留守兒童和志願者

給家長的信》更是感人肺腑，催人淚下，真切
表達留守兒童的期待與心聲。

呼籲扶持弱勢社群
張學良基金會的宗旨是積極籌集資金，以

慈善事業為主，資助社會福利事業，支持文化
教育事業，特別是貧困地區的教育事業。張桂
蘭表示： 「張學良先生生前最大的原則是 『國
家統一，國富民強』，現在國家富強了，但是
不少弱勢群體仍然存在，張學良基金會即是通
過各種有效方式支持弱勢群體，呼籲整個社會
來愛護他們，幫助他們。」據悉，此次愛心支
教活動的接力棒下一站將傳至海南。

張學良基金會舉辦

愛心支教關愛留守兒童
隨着國家社會政治經濟的快速發展

，每一座現代化城市都出現越來越多離
家的青壯年農民前來尋夢、打拚；相應
在每一個偏遠、窮困的山區，都會留下
一批批特殊的未成年人群體——留守兒
童，他們期盼着父母的遠歸，懷抱對知
識的渴求，擁有簡單純淨的夢想……他
們需要社會各界的關懷與愛護。對此，
張學良基金會特別組織一系列 「關愛留
守兒童，支持 『愛心支教』 活動」 ，冀
呼籲政府、社會關注、支持留守兒童的
教育、安全問題，發動及組織受過良好
教育的志願者到偏遠地區學校進行短期
任教，幫助那裡孩子們。

本報記者 劉國潔

▲高中生支教
聯盟主席、策
劃人白璐（後
排右一）與舞
儀天下舞蹈團
成員及志願者
表演配樂詩朗
誦《留守兒童
和志願者給家
長的信》

李嘉誠基金中原送暖
關愛焦作新鄉市唇腭裂兒童

▲河南地區的定點醫院已完成唇腭裂手術七千六百多例 本報攝

晉商大會廣邀港商參與

政府改組建議 主流民意認同
海南商會會長 張學修

▲國際婦女會首長和嘉賓舉杯慶祝雙親節 本報攝

▲安晨（右五）代表中國僑商會致送字畫予港僑聯會

▲港僑聯與中國僑商會代表團一行合影

▲彭徐美雲（右）致送紀念品予趙
頌恩 本報攝

國際婦女會慶雙親節聯歡

《成報》73周年誌慶嘉賓雲集
【本報訊】《成報》昨日在跑馬地馬場馬主廂房舉行73周年報慶酒會

。數百香港各界名官紳名流、工商翹楚、影視紅星，濟濟一堂。
成報董事局主席謝海榆、社長田炳信、總編輯魏繼光、董事總經理馬

瑞昌，以及政府新聞處處長黃偉綸、外交部副特派員姜瑜、中聯辦宣文部
副部長朱文等出席酒會主禮。

《成報》社長田炳信致辭時，介紹了《成報》一年來的發展，並感謝
各界友好出席酒會。他說，在香港一百多年的歷史中，七十三歲的《成報
》已經成為香港重要的文化元素和特徵。曾蔭權、梁振英、霍英東、何鴻
燊等名人都是從小看成報長大的。《成報》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報紙，相
信它今後會發展得更好。

該報在酒會上特別舉行隆重的《香港品牌故事》開欄儀式，日後《成
報》將在此欄目介紹香港各著名品牌的創業故事。為表揚出色的員工，酒
會還舉行優秀員工頒獎禮。最後，酒會在明星藝人的表演和弦樂四重奏中
圓滿結束。

▲左起：成報執行總經理普慧艷、政府新聞處處長黃偉綸、成報董事局
主席謝海榆、外交部副特派員姜瑜、成報社長田炳信、中聯辦宣文部副
部長朱文、成報總編輯魏繼光、成報社長助理、副總編輯許烽、成報社
長助理、副總經理賀栩模主禮祝酒儀式 本報記者 黃洋港攝

▲海南商會會長張學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