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瀝又是南海著名的僑鄉之一。長期以來，旅
港的大瀝鄉親始終堅持繼承發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
和 「厚於德、誠於信、敏於行」的廣東精神，艱苦
創業、敢為人先、明義重信、愛國愛鄉。

改革開放後，廣大的旅港鄉親懷着對家鄉的赤
誠心、桑梓情，或投資興業，建設家鄉；或樂善好
施，造福桑梓，為社會各項事業和家鄉的發展作出
了積極的貢獻，特別是對家鄉教育、醫療衛生、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不遺餘力捐資捐物。

同鄉會熱心公益
為有利於旅港鄉親聯絡感情、經商貿易、互通

信息，由旅港鄉親牽頭，大瀝鎮政府及大瀝僑聯會
協助籌備成立 「旅港南海大瀝同鄉會」。在區秋波
先生、許海先生、陳樹先生、吳炳先生、黃達先
生、林熾炎先生、梁灼林先生、鄺匯先生等鄉親出
錢出力的鼎力支持下，旅港南海大瀝同鄉會於1992
年3月5日在香港成立。

在大瀝同鄉會成立二十年時間裡，在理監事成

員的帶領下，大瀝旅港鄉親一直關心支持家鄉的經
濟建設，積極回鄉投資辦廠，投資了亞洲鋁業等多
個大型企業；熱心家鄉的公益事業，建設了許海中
學以及資助醫院等社會福利事業。

歷年來，同鄉會鄉親捐資贈物逾億元人民幣，
一筆筆的捐款、一批批的捐贈，都真實地反映出拳
拳赤子心，悠悠故鄉情的桑梓情懷。曾少甫先生對
教育事業非常熱心，他是南海區最早捐資辦學的帶
頭人，早在1983年，他就捐資近80萬元建設瀝北小
學，在區內引起較大的影響，之後，全區旅港鄉親
陸續回鄉捐資辦學，一時傳為佳話。2001年，大瀝
成立大瀝慈善會，發動社會各界人士捐款，許海先
生帶頭捐資30萬元、鄺匯先生80萬元。在他們的帶
動下，其他鄉親紛紛慷慨解囊，當時旅港鄉親共捐
資慈善款人民幣 163 萬元，幫助了困難群眾解決燃
眉之急。

許海捐資億元樹楷模
提及大瀝旅港鄉親熱心家鄉公益慈善事業，聽

到最多的莫過於許海的名字。
許海是南海大瀝人，早年旅港經商，創立香港

冠華鏡廠集團有限公司，現在的冠華鏡廠集團已成
為香港實力雄厚的公司之一。富裕不忘祖國，大瀝
僑務辦相關負責人透露，幾十年來，許海及其兄弟
先後共捐資近億元人民幣，用於支持家鄉教育、公
益、醫療等事業發展。大瀝太平成遠、許海中學、
大瀝醫院等每一步的發展都與許氏兄弟的資助不無
關係。

佛山市南海區大瀝鎮太平成遠小學前身為大瀝
太平小學。1984年，許恆、許海、許銘昆仲捐資重
建新校舍，為表彰許氏昆仲的善舉，太平小學以捐
款人先父之名命名，更名為太平成遠學校。多年
來，為辦好太平成遠小學，許海先生兄弟不斷出資
擴建校舍，增購教學設備，使辦學條件日趨完善。

1993年，許海捐資1000萬元，在大瀝創辦許海
中學。辦學十年來，學校以超前的辦學理念，現代
化的管理模式，優質的服務，為全體師生營造了一
個民主、和諧、輕鬆的育人環境，學校處處充滿生

機，學校教育教學水平不斷提升，辦學質量居南海
前列。如今的許海中學，已成為廣東省一級學校、
南海區首批示範性家長學校、南海區心理教育達標
學校、佛山市綠色學校。 「我小時候讀書很艱苦，
村裡沒有學校，要走很遠的路到鄰村讀書，長大後
長年在外拚搏，深知有文化才有前途，我希望盡自
己能力，為家鄉的孩子爭取更好的學習條件，讓孩
子能安心讀書，使家鄉多出人才，將來回報家
鄉。」許海道出了他捐資助學的心聲。

2010年，許海慷慨捐資港幣1000萬元，在南海
區慈善會成立 「許海——周倩蘭基金」冠名基金，
定向用於大瀝醫院新院建設。這是南海區慈善月活
動中獲得最大筆的單項捐款。根據大瀝醫院冠名募
捐方案及許海及其兄弟的意願，大瀝醫院新院門診
樓將冠名為 「許成遠伉儷門診大樓」，大瀝新醫院
住院樓 A 座將冠名為 「許海—周倩蘭慈善基金住院
大樓」。2011年，許海兄弟再次捐資1000萬港幣，
用於新大瀝醫院的建設。

大瀝鎮位於佛山市南海區東部，是連接廣佛兩市中心城區的重要紐
帶，素有 「廣佛黃金走廊」 之稱。 「中國鋁材第一鎮」 、 「中國有色金屬
名鎮」 、 「中國內衣名鎮」 、 「國家衛生鎮」 、 「廣東省教育強鎮」 、
「中國龍獅運動名鎮」 ，使大瀝為人稱道。

本報記者 萬鎮廣 梁 軍

大愛老人──林亮
林亮先生，佛山市榮譽市民，2010年被評為大瀝鎮首屆十大感動人

物，南海永和實業有限公司主席。自1982年以來，先後投資2000多萬美
元，在大瀝鹽步興辦南海福和玩具製品有限公司、南海飛龍機鑄玩具製
品有限公司等企業，是鹽步第一位回鄉投資的港商。在林亮的引領下，
眾多外商紛紛投資南海，促進了南海經濟的發展，培養了大批玩具行業
人才。

林亮及其家人長期支持家鄉的教育事業和衛生事業，先後捐資成立
大瀝鹽步教育基金開展獎教獎學活動，捐助建設鹽步醫院、獨資捐助鹽
步三中圖書館及運動場、鹽步企辦幼兒園、黃岐小學等家鄉教育事業。

2008年，林亮發起和贊助 「微笑行動」，84高齡的他多次奔走於香
港、佛山和中國微笑行動國內總部所在地杭州，為126名貧困家庭唇腭裂
患兒圓了一個微笑的夢。此外，林亮先生還資助全國各地的孤兒、貧困
兒童、貧困大學生求學，扶貧助困共計逾千萬元。

如今，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還是一如既往地奔波於香港和家鄉兩
地，在愛心的路上，永不言休。

大瀝同鄉會慰問大瀝敬老院長者

2011年，許海先生回太平成遠小學為成績優良的學生頒發獎學金

被稱為 「中國變形金剛之
父」 的林亮先生，長期支持家
鄉的教育事業和衛生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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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中山良都同鄉會於七月八
日組織會員回鄉觀光考察，約160
多名澳門良都鄉親在該會會長兼團
長張少森、理事長方文幹、常務副
會長李國仁、副監事長李國源等的
帶領下回鄉品荔枝聚鄉情。該會希
望藉此讓居澳鄉親在甜美的荔枝香
中感受家鄉的變化，進一步加深對
家鄉的認識，加強中山與澳門兩地
聯繫，互相交流，增進友誼。

觀光團當日早上九時假珠海金
葉酒店集合，分別乘坐三輛旅遊巴
赴中山南區觀光考察。觀光團到達
家鄉後，受到南區黨工委書記袁永
康、黨工委副主任林炳軍及黨工委
委員李青汶的熱情接待。袁永康並
出席交流午宴，與澳門鄉親歡聚一
堂，一邊品嘗家鄉荔枝，一邊敘鄉
情鄉誼。他介紹了中山南區經濟及
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概況，他指出
，近年南區十分重視工業、服務業

的發展，以及城市基建和文化的建
設，社會經濟發展迅速，未來將加
大政府投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推進教育及醫療事業的發展，他鼓
勵鄉親們繼續發揚愛國愛澳愛家鄉
的優良傳統，參與支持家鄉的發展
，讓家鄉建設得更加美麗，為澳門
及家鄉的繁榮穩定與發展貢獻力
量。

方文幹表示，今次組織鄉親回
鄉觀光，主要是希望讓旅澳鄉親感
受家鄉近年的變化，進一步加深對
家鄉的認識，推動中山與澳門兩地
交往。未來將秉承該會宗旨，為鄉
親謀福利，加強鄉誼，維護鄉親的
合法權益，為澳為家鄉辦實事。同
時，他透露，為鼓勵青少年勤奮向
學，該會將於八月份為取得優異成
績的會員子女及南區學生頒發獎學
金，凡各科成績達八十分，操行甲
等或以上即可申請。

夏日炎炎，澳門水晶宮娛樂場
推出 「仲夏尋寶日日賞」活動。近
日在關閘及港澳碼頭搭乘往葡京的
澳博新幹線巴士，均可看見穿着曼
妙裙裝的服務大使向訪澳人士派發
「水晶宮仲夏見面禮」兌換券（見
左上圖），憑券前往水晶宮，入場
即可享用 「消暑甜筒」，或換取
「至爽冰墊」，即使在艷陽高照的

盛夏也能瞬間感受清涼。

入場派甜筒
位於葡京酒店地下至二樓的水

晶宮娛樂場，自今年5月起，特別

打造開運海龍王宮，還推出龍宮特
色美味─海龍王包（見右上圖）
，廣受饕客好評。7月份更加碼推
出龍宮尊貴甜品─瑞士高級莫凡
比（MOVENPICK）雪糕，已造
成水晶宮每日排隊風潮，歡迎有興
趣的民眾前往品嘗。

趕搭 「龍鈔」熱潮，水晶宮娛
樂場今年也限量發行 「財運興龍紀
念版」會員卡，一手抓住龍珠為大
家滾動龍年好運勢，一手握住錢幣
為大家帶進龍年旺財氣。水晶宮
「財運興龍紀念版」會員卡（見右
下圖）目前尚餘少量，可透過申請
成為水晶宮新會員或使用紅利點數
換領。數量有限，換完即止。

為您 「與龍合影」
位於水晶宮入口處的九龍壁

（見左下圖）（葡京酒店地下），
近日成為澳門的龍年旅遊新熱點。
壁上的九龍戲珠象徵豐收與吉祥如
意，常有訪澳人士專程前來觸摸九
龍壁，增添龍氣迎龍運。所謂摸摸
龍頭，一輩子不用愁；摸摸龍背，

一輩子不受累；摸摸龍尾，身體健
康長命百歲！現水晶宮娛樂場於九
龍壁前，每日早上 11 時至下午 7
時，限時提供免費與龍合影 3D 相
片服務，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前往參
與，申請成為水晶宮新會員，還可
額外加送3D立體眼鏡。

欲知活動詳情，請致電免費查
詢熱線：澳門 2899 3833／香港
800 905662／內地4006 283328

由濟寧市政府主辦，濟寧市商務局承辦
的 「孔孟之鄉─濟寧（香港）投資合作懇談
會暨專案簽約儀式」日前在香港成功舉辦。
此次懇談會規模大、層次高、效果好，香港
貿易發展局、香港總商會中華委員會、香港
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中國企業協會、香港
國際貿易促進會、香港山東商會、冀魯旅港
同鄉會等機構負責人，香港毅德、瑞銀集團
、德爾斯集團、中華煤氣、EUI太平洋國際

、廣弘集團、和興地產發展、沿海綠色家園
集團、莊士中國投資、宏通集團、海王集團
等工商界知名人士出席了會議。會上舉行了
專案簽約儀式，共簽署了 24 個重點外資專
案。來自香港、台灣、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共
130多名客商和其他工商界知名人士、10餘
家香港媒體記者參加了會議。會上，參會客
商與市代表團進行了專案對接活動，雙方互
動交流、充分合作。

孔孟之鄉
此次香港山東周期間，濟寧市共集中簽

約專案32個，總投資52.87億美元，外資額
31.1 億美元。在省裡集中簽約的 81 個項目
中，該市有7個項目參加簽約，佔全省十分
之一，參加省集中簽約的專案個數和外資額
均居全省前列。

濟寧是著名的 「孔孟之鄉、運河之都」
，轄12個縣市區、1個國家高新區和1個省
級旅遊度假區，總人口 847 萬，總面積 1.1
萬平方公里。濟寧的基本情況，可以用幾個
關鍵字來概括：一是 「孔子」。二是 「煤炭
」。此外，還有稀土儲量居全國第二位。三
是 「運河」。四是 「佛教」。五是 「微山湖
」和 「水泊梁山」。此外，濟寧區位交通優
越，是連接華東與華北、中原與沿海的重要
通道，三條鐵路、四條高速公路和四條國道
在境內交織成網，濟寧曲阜機場開通北京、
上海、廣州等 10 條航線，特別是隨着京滬
高鐵的開通運行，濟寧已成為京滬2-3小時
商圈的重要一員。

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辦新聞發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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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鄉會代表團到訪中山市南區政府大樓，並與區領導合照

▲濟寧市項目簽約儀式，後排（左七）為市長梅永紅

山東濟寧市在港招商簽約

澳門水晶宮呈獻仲夏尋寶日日賞

由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香港
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主辦的
「2012 中國城市分類優勢排行榜」

新聞發布會日前在香港浸會大學隆重
舉行。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會長桂
強芳教授、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
究所所長薛鳳旋教授、中國城市競爭
力研究會副會長謝賢程博士、何智榮
教授、魏達志教授、劉岩松教授出席
了本次新聞發布會。

此次排行榜與去年相比，新增了2012
全球十大國際金融中心城市排行榜、2012
中國食品安全十佳城市排行榜、2012中國
空氣品質最優城市排行榜、2012中國最具
特色文化競爭力十佳城市排行榜以及2012
年中國最具競爭力百強縣（縣級市）排行
榜五個榜單。」

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會長桂強芳表
示： 「十四年開拓 『精益求精、鑄造永恆

』，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作為在香港、在
中國最早涉及城市競爭力研究的一個學術
機構， 『中國城市分類優勢排行榜』已經
成為一個具有權威性和公信力的知名品牌
，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我們通過不
斷的開拓、創新，以城市可持續發展為宗
旨，為把中國城市建設成為經濟指數高、
文化特色濃、人居環境好、投資條件佳、
安全系數高的和諧城市而努力。」

▲與會領導嘉賓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