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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十九日宣布，其附屬公司澳門博彩股
份有限公司正式接受澳門政府以租賃方式批給一幅位於澳門路氹城，面積
70,468平方米的土地之批給合同擬本，以興建一座五星級豪華度假村酒店及
娛樂場，由澳門政府釐定並根據土地批給合同擬本，澳博向澳門政府應付的
合同溢價金為2,150,504,955澳門元（約2,087,868,888港元）。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B2社團新訊責任編輯：黃秀娟

【本報訊】記者黃
閩報道：香港加拿大註
冊會計師協會日前在北
角海逸酒店，舉行慶祝
該會成立十周年會員大
會。當日七位學者作了
演講，包括著名學者、
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
長蘇偉文等。該會會長
、捷思管理董事陳世雄
及該會顧問陳稿頓等主
持了會議，大家就業界
有關學術問題作了廣泛
的討論。

蘇偉文的演講主題
是 「人民幣的國際化和前海發展的機
遇」，他指，中國現在是全球第二大
經濟體，人民幣國際化已成經濟發展
的重點，亦已明確列為中國國家的
「125規劃」其中重要一項。而香港

擁有人民幣業務先發的優勢，需倍加
重視和珍惜。他並指，深圳前海具有
潛質成為香港服務型企業開拓珠三角
市場最理想的跳板及人民幣國際化先
行區域，對香港來說，要思考如何好

好在這個發展契機上找到自己的定位
。他建議香港的年輕人要多認識了解
國家，以彼此互利互惠的角度，利用
香港這個中國通向國際的橋樑優勢，
去達至雙贏的局面。

陳稿頓則期望該會繼續致力發展
會員，提升品牌知名度，加強在本港
僱主中的影響力。

陳世雄表示，非常感謝加拿大註
冊會計師協會的代表千里迢迢來港與
會，給予該會莫大的支持。作為在全
球享有極高國際公信力的會計師協會
，未來將擴大品牌宣傳，爭取更多人
認識和僱主的認可，並加強與本港專
上學院的合作，吸收更多的年輕學生
考取加拿大註冊會計師牌照，壯大會
員隊伍。

據悉，香港加拿大註冊會計師協
會在 2003 年正式成立，旨在維護、
促進和支持本地會計界的各項發展，
至今已擁有逾千名會員。該會理事局
理事均具有豐富的專業會計知識和經
驗，大部分會員均同時擁有香港會計
師公會會員、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
澳洲註冊會計師等資格。

澳博獲批路氹地建度假村

【本報訊】記者方成報道：香港南京總會
日前在香港富豪酒店，舉行 「人民幣業務最新
贏錢之角度」專題講座暨9、10月會員生日晚
宴，邀得金融界名人陳鳳翔擔任主講，與與會
者分享離岸人民幣中心發展進程及人民幣升值
的前景。

香港南京總會會長張心瑜、名譽會長王志
峰主持晚會，名譽顧問王國強、彭長緯，中國
事務顧問王靜等出席了這次活動，張心瑜在開
講前與大家分享了早前該會出訪南京、成都的
旅行難忘故事，並預告該會近期的活動安排，
希望首長、會員多多支持總會活動。

王志峰介紹陳鳳翔早於上世紀 80 年代已
在各傳媒評論金融股市，著有《債券投資》等著
作，是前上海商業銀行高級行政人員，並兼任
多間證券公司、期貨公司及人壽保險公司董事
，95年已任中國工商銀行香港分行的創行司庫
，具有十分豐富的金融證券理論和實踐經驗。

陳鳳翔以離岸人民幣中心發展進程及人民
幣升值的前景為兩大部分深入主題演講，就會
員們最為關注的人民幣投資，包括債券、股票
、存款及融資等問題作深入淺出的講解，耐心
細緻地回答了會員們的發問。講座列出一系列
圖表數據，理論聯繫實際，注重效益，會員們
聽得津津有味，獲益良多。

會上，張心瑜還向袁春永等人頒發了永久
會員證書，與9、10月壽星仔、壽星女齊切生
日蛋糕，並播放了上月底今月初組團訪南京、
成都的 「開心之旅」短片，場面歡樂，氣氛融
洽，共度了一個愉快的夜晚。出席專題講座的
該會首長、嘉賓還包括：蕭素芬、林偉明、周
娟、周建新、湯寶寶、陳戈理、何依玲、莫洺
溢、馮小苓、葉建乾、郭嘉憶、曾志祥、左金
明、朱紋希、蘇小燕、容炳章、周倩廷、許晶
、歐陽君翰、端木和平等。

【本報訊】記者黃閩報道：日前，香港嘉
應商會於中環會所舉行新舊屆會董會交接儀式
，並在中總會所隆重舉行第 59 屆會董會就職
典禮。中聯辦協調部部長沈沖、梅州市委統戰
部部長張麗霞、河源市委統戰部部長張麗萍擔
任主禮嘉賓，該會永遠榮譽會長曾憲梓、羅煥
昌、劉宇新、溫學濂、陳振炎、陳泰元、陳貢
光、林菁菁，永遠名譽會長朱蓮芬等亦出席祝
賀。全國政協委員、絲寶集團董事長梁亮勝蟬
聯會長，全國政協委員、金利來集團副主席兼
行政總裁曾智明榮膺第一副會長，率新一屆會
董正式就職。

梁亮勝蟬聯會長
梁亮勝致辭時對各位前輩及全體同仁的支

持和信任，以及中聯辦及家鄉領導對該會的支
持和關心表示衷心的感謝。梁亮勝說，該會已
有 96 年歷史，經歷了戰爭洗禮、政治變遷和
經濟危機，見證了香港回歸祖國，在歷屆首長
的領導下，該會始終傳承愛國愛鄉的基因，努
力為國家和家鄉作出貢獻。他指，諸位老前輩
是全體同仁學習的楷模和前進的動力。在過去
兩年中，該會不斷適應社會需求，發揮自身的
影響力，組織多項活動，凝聚擴大了會員隊伍
，並與時俱進、修改會章，凝聚到更多商界的
客家精英，亦吸收年輕一輩入會，使該會更具
活力和朝氣。

梁亮勝表示，未來將再接再厲，凝聚廣大
會員，致力培養客家年輕精英，為該會發展下
堅實的基礎。並繼續發揮橋樑和紐帶作用，促
進家鄉和香港的交流合作，為家鄉經濟社會發

展、香港的繁榮和諧貢獻更大力量。
張麗霞代表梅州市委市政府對新一屆會董

會就職致以祝賀，並感謝該會一直以來為家鄉
慈善、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建設所作的貢獻。
她熱情地邀請鄉賢參加將於11月22日至28日
在梅州市舉行的 「客家文化藝術節」及梅州招
商引資會，同時冀該會在梁亮勝會長的帶領下
，會務蒸蒸日上，更上一層樓。

香港嘉應商會第 59 屆會董會主要成員包

括：會長梁亮勝，第一副會長曾智明，副會長
吳惠權、梁錫光、張慶華、葉志明、王春輝、
陳笑權、盧平，常務會董刁森發、王志強、丘
嘉民、巫宜鈔、李元強、李玉明、侯軍、孫淑
元、徐琳、張宏基、梁軍、陳華茂、曾向群、
曾志權、曾慶雄、黃少明、黃富芳、楊俊杰、
廖永福、蒙美玲、劉嘉榮、劉遜平、鍾浩、鍾
孔生等。

澳博計劃於該路氹土地興建一座總樓面面
積達 521,435 平方米的綜合度假村酒店，包括
一個可提供約 700 張賭枱及 1,000 部角子機的

娛樂場（須待有關當局發給適用牌照）。該度
假村酒店將包含一系列的非博彩元素，包括頂
級餐飲、購物及娛樂休閒設施，以及約 2,000

酒店客房和套房。建築工程將於土地批給合同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公布後展開，項目
預計需時三年完成。

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行政總裁蘇樹輝表
示： 「澳博接受土地批給合同擬本，標誌着公
司一個重要的發展里程碑，有利於澳博將業務
由澳門半島擴展至路氹。澳博路氹項目建成後
，將讓更多旅客可享受到澳博頂級的設施和
服務，並有助推動澳門構建世界旅遊休閒中
心。」

【本報記者楚長城、通訊員王鳳一開封二
十一日電】由香港軒轅教育基金會設立的河南
大學 「種子助學基金項目」簽約暨首發儀式日
前在河南開封舉行，河南大學貧困學子代表
接受該基金會的首次資助人民幣 15 萬元。該
助學金將分四年注入河大，共計 60 萬元人民
幣。

在簽約儀式上，香港軒轅教育基金會主席
羅文春說， 「種子助學基金」是新生事物，整
個 「基金會」的發展還需要不斷探索。他希
望能夠有更多的社會人士參與到助學行列中
，傳播愛心種子，傳遞大愛思想，更好地維持
社會和諧、穩定。

「基金會資金的注入不僅為困難學生提供
了物質與精神幫助，而且對於促進教育公平，
保持學校穩定，保障學生全面發展等具有積極
意義。」河南大學黨委副書記王凌向關心支持

河南大學改革發展的香港軒轅教育基金會、開
封市人民政府外事僑務辦公室等相關單位表達
了感激之情。她勉勵受助學生要志存高遠、立
志成才、珍惜機會、勤奮學習、生活樸素、明
理修身，銘記 「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的古
訓，身懷感恩之心，
以滿腔的熱情回報祖
國、回報社會。

受助學生代表蔡
科娟說，收到來自
「基金會」的資助使

自己更加堅信知識能
夠改變命運，自己會
在生活中艱苦樸素、
努力學習，時刻銘記
回報社會，將愛心堅
持傳遞下去。

據香港軒轅基金會有關負責人介紹， 「基
金會」成立於 2001 年，以 「弘揚中華文化、
發展教育、振興中華」為宗旨。截至 2011 年
底， 「基金會」已經成功在內地捐建了402個
項目，其中校舍 174 所，衛生院 23 所，還有
老人院、學生宿舍樓、圖書館、賑災等 69 個
項目，遍布河南、湖南、甘肅、山東及新疆等
23個省、市、自治區。

▲香港南京總會專題講座上，與會嘉賓、首長於台上合影 本報記者方成攝

◀ 「種子助
學基金項目
」 簽約暨首
發儀式日前
在河南開封
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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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長城攝

◀陳世雄（右）向演講
嘉賓蘇偉文致送紀念
品

本報記者黃閩攝

▼陳世雄（左）與該會
顧問陳稿頓在會議中喜
相逢

本報記者黃閩攝

嘉應商會新屆會董就職

▲中聯辦協調部部長沈沖（左五）為該會會長梁亮勝（右五）、第一副會長曾智明（左
四）及副會長張慶華（左起）、梁錫光、吳惠權、葉志明、王春輝、盧平、陳笑權頒發
證書

▲香港嘉應商會隆重舉行第59屆會董會就職典禮

【本報訊】米高積遜才華洋溢，
是世界上最優秀的表演藝術家之一；
他在音樂、慈善和環保事業上的貢獻
，對全球不同年代和不同民族的人士
均具深遠的影響。

為延續一代國際巨星的風采，澳
門十六浦度假村與新世界百貨再度攜
手呈獻 「邁克爾．杰克遜二十五年光
輝重現巡迴展」。活動將於本月十九
日至十一月五日期間在中國重慶、長
沙和武漢的新世界百貨作巡迴展覽，
讓內地市民重溫米高積遜（內地通稱
邁克爾．杰克遜）輝煌的演藝生涯。
屆時現場將展出由澳門十六浦米高積
遜珍品廊所提供之數十件珍品，當中
以米高積遜於一九八四年 Victory
Tour 所穿着之水晶襪及其於首演
「太空舞步」時所佩戴之白色萊茵石

水晶手套最為珍貴，其他亮點展品包
括米高積遜親筆簽名的夾克等，展品
總值超過一千萬港元。

各地的 MJ 迷，可關注 「澳門十
六浦度假村」的新浪微博，並參加
「最想擁有的 MJ 珍品」及 「遊澳門

贏大獎」微活動，有機會贏取別具收
藏價值的米高積遜紀念品、潮人必備
的電子產品，以及澳門航空雙人來回
機票連澳門十六浦索菲特酒店住宿，
體驗澳門十六浦世遺文化之旅。更多
有關 「邁克爾．杰克遜二十五年光輝

重現巡迴展」的最新資訊和活動花絮
將出現在 「澳門十六浦度假村」的新
浪微博上，大家不容錯過。

與百事可樂合作贏獎品
同時，澳門十六浦度假村與百事

（香港）有限責任公司合作推廣米高
積遜《BAD》二十五周年限量百事
可樂罐，並舉行《Michael Jackson
限量百事可樂 「罐」蓋雲集有獎競猜
》活動，推廣期由本月十九日至十一
月五日；一個以米高積遜限量百事可
樂罐砌成的巨型 「MJ」字型將展示
於澳門十六浦的米高積遜珍品廊內，
與眾一同慶祝米高積遜音樂專輯
BAD出版二十五周年紀念。

參加方法簡單，只需登入 「MJ
Gallery at Ponte 16」的 Facebook，或
成為 「澳門十六浦邁克爾．杰克遜珍
品廊」新浪微博的粉絲，然後親臨澳
門十六浦米高積遜珍品廊領取抽獎券
，在抽獎券上填寫個人資料及心目中
的百事可樂罐數目，並將抽獎券投入
設於珍品廊的抽獎箱內，便有機會贏
取澳門十六浦索菲特酒店住宿及限量
版 MJ 禮品。得獎名單將於十一月八
日 在 「MJ Gallery at Ponte 16」
Facebook及 「澳門十六浦邁克爾．杰
克遜珍品廊」微博內公布。

米高積遜精品內地展出

軒轅助學基金入駐河南大學

南京總會辦人民幣專題講座南京總會辦人民幣專題講座
《邁克爾．杰克遜25年光輝重現巡迴展》

時間表
舉行地點

重慶店新世界百貨
長沙店新世界百貨（時尚廣場）
武漢新世界百貨（橋口店）

*免費入場*

舉行時間
2012年10月19日至22日
2012年10月26日至29日
2012年11月02日至05日

▲澳門十六浦度假村與新世界百貨再度攜手舉辦 「邁克爾．杰克遜二十
五年光輝重現巡迴展」

沈沖張麗霞張麗萍主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