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慶市外經貿主任王毅於午宴上感謝廠商
會的熱情款待。他表示，重慶市經濟發展迅速
，巿場潛力龐大，為港商提供不少發展機遇。
若廠商會有意在重慶市舉辦工展會，該市將全
力配合作出各項安排。

廠商會會長施榮懷致歡迎辭及介紹該會各
項服務。他表示，自內地與香港簽訂 「更緊密
經貿關係安排」後，廠商會先後於內地多個主
要城巿舉辦工展會，包括上海、青島、成都、
哈爾濱、深圳及武漢等，每次均取得理想成績
。施會長續稱，該會不斷尋覓舉辦工展會的理
想場地，希望進一步加強香港品牌在內地的知
名度，協助港商開拓內地龐大的消費巿場。

最後，雙方於會上簽署合作協議，加強相
互間的資訊交流。代表團團員尚包括重慶市外
經貿委副巡視員白小玲、會展處處長熊林等；
而廠商會出席接待者尚包括副會長吳永嘉等。

另訊，廠商會會長施榮懷於日前假香港W
酒店舉行早餐會，接待由陝西省政協主席馬中
平率領的一行六人代表團，雙方就兩地經貿合
作事宜交換意見。馬中平在會上簡要介紹了陝
西省經濟及社會發展情況，他建議廠商會可以
組團到當地進行交流，進一步加強雙方的聯繫
，謀求更多的合作機會及發展空間。

廠商會會長施榮懷在會上介紹該會各項服
務。他表示，該會與陝西省保持着緊密的聯繫
，早於2001年已與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陝西省
分會簽署合作協議，建立友好合作關係。他續
稱，相信該會與陝西省在各個方面都會有很廣
闊的合作空間，希望日後可以在不同領域作進
一步合作。

代表團團員尚包括陝西省政協秘書長姚增
戰、港澳台僑和外事委員會主任馬文新等；而
廠商會出席接待者尚包括立法會代表林大輝議
員，副會長李秀恒、徐晉暉、吳清煥，行政總
裁梁世華，會董丘偉基、鄧錦添等。

廠商會接待渝陝代表團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六B15社團新訊責任編輯：黃秀娟

【本報訊】新界社團聯會日前
組團訪問粵西。中聯辦新界工作部
副部長張肖鷹任特邀顧問，社工處
處長楊小嬋任顧問，陳勇任團長，
溫悅球任名譽團長。

訪問團首日在雲浮市，受到該
市政協副主席羅梓健、機構編制委
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唐堅祥及雲安縣
委統戰部部長溫謹聖的熱情款待。
羅梓健在座談中表示，雲浮地區有
22 萬鄉親在香港定居，當中有近 10
位區議員，兩地民間交往一直頗為
密切，他期望新社聯能將雲浮的新
貌及各種發展信息帶回香港，轉告
雲浮籍同胞，歡迎他們多回家看看

。也誠邀香港各界朋友到雲浮旅遊
或經商，通過互惠互利，促進兩地
的經濟發展。

隨後，訪問團來到享有全國綠
化模範縣、廣東綠色食品示範縣美
譽的郁南縣參觀。此地是南江文化
的發祥地，人文景觀資源豐富，粵
桂商貿發達，縣城素有 「小廣州」
之稱。在同縣委書記廖鵬洲、副縣
長黎偉、縣辦公室主任陳新儀等人
交談中，得悉當地政府正努力將郁
南打造為健康、生態、幸福的宜居
城市，並以建設宜居地市為載體，
將郁南發展成為廣東富庶文明大西
關的生態名縣。

【本報訊】九龍總商會日前在該
會會議廳召開第三十七屆理監事首次
座談會，會後並舉行專題講座及聯歡
晚會，黃宏發、香港著名眼科醫生范
愷分別作講座主講嘉賓。晚宴場面熱
鬧溫馨。

理事長鄭君旋在主持會議時報告
謂，該會過去一個月有多次外訪活動
，包括十月三至五日，應亞太商工總
會邀請赴尼泊爾，加德滿都出席由亞
太商工總會及尼泊爾商工總會舉行之
「第二十六屆亞太商工總會會議」。

該會又於十月十二日，前往紅十字會
總會進行簡單而隆重的支票遞交儀式
，將該會早前會慶所得之 「花籃代金
」加上配對資金，合共四萬四千八百
三十八元捐款捐贈予紅十字會，以幫
助有需要人士。

會議結束後，龍總在該會禮堂舉
行專題講座及聯歡晚會。黃宏發專題
演講題目是 「英譯中國詩詞」，醫生
范愷則在會上主講 「白內障及黃斑點
病變的最新療法」。

【本報訊】由香島中學校友會主
辦，合記行贊助的 「『合記煙花杯』
友會歌唱比賽 2012」已於日前在將
軍澳香島中學禮堂舉行，超過五百多
名嘉賓校友出席活動，賽事在緊張、
熱鬧的氣氛下順利舉行。

是次比賽，共得到十四間友會參
與協辦，包括培僑中學校友會、漢華
中學校友會、福建中學校友會、香港
勞校校友會、中業校友會、中華中學
校友會、育華中學校友會、重生校友
會、育群校友會、民權校友會、衛文
師生同學會、新僑南中大同三校聯會
、城坊薈、海陸豐公學、用明學校聯
誼會。大會邀請到著名歌星張立基、
資深歌唱老師許蓮香及姜培莉擔任流
行曲組、民歌藝術曲獨唱組評判，流
行歌唱獨唱冠軍由香港勞校校友會廖
芷芊奪得，亞軍及季軍則分別由福建

中學校友會呂曉東及香島中學校友會
廖文慧獲得。民歌、藝術歌曲獨唱組
方面由香島中學校友會周潔華取得冠
軍，亞軍為福建中學校友會楊燦燦，
季軍為香港勞校校友會楊志明。

小組唱和大合唱比賽，大會邀請
到香港聲樂殿堂級人物費明儀，美聲
合唱團藝術總監及香港重唱藝術團音
樂總監張朝暉和禮賢會香港堂女聲小
組詩班指揮、華英中學音樂主任何小
馨擔任評判。小組唱冠軍為育華中學
校友會，亞軍是漢華中學校友會，季
軍則由中華中學校友會奪得。今年大
合唱比賽有別於過往，每間參賽友會
需先演繹大會指定歌曲《草原之歌》
，然後才演繹自選歌曲。大合唱的冠
軍由漢華中學校友會榮獲，亞軍是培
僑校友會，而季軍則由香島中學校友
會獲得。

新社聯組團訪雲浮郁南

▲ 訪問團
一行參觀
郁南縣

煙花杯歌唱賽圓滿舉行

▲參加友會歌唱比賽的團體賓主合影

黃宏發眼科醫生范愷主持專題講座

龍總召開理監事座談會

【本報訊】記者王榮平報道：
近日，香港慈善總會在C.C.C木球
會與西安政協副主席郭若為率領的
訪港團一行開展聯誼交流座談會。
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張麗、港區政
協總幹事丘東、中旅社總經理周鵬
、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會長郭振邦
、港註冊中醫學會會長馮玖、 「灣
仔碼頭」水餃皇后臧健和、德意志
銀行董事賈小彤和林健雄律師、馮
潤才、曾倩冰、汪建生、黎炎錫、
黎廷紹、張靜虹、沈清麗、謝巧玲
，以及該會副會長何鐵文、梁玉鵬
，名譽會長李福生、王紅軍、謝燕
玲、楊亞媛、廖錦清和友好周國庭
、張麗華、胡家偉等四十八位嘉賓
蒞臨出席會議。

主席鄭蘇薇致辭說到，此次交
流會在副會長鄺自讓的召集下，邀
請了香港金融銀行界、旅遊、文化
、傳媒、會計、律師、房地產、貿
易、餐飲等各行業專業人士參加交
流活動。該會名譽會長均為精英，
來自不同界別，在各自行業中獨當
一面，透過慈善活動凝聚一起，為
本港及內地慈善事業出一分力，並
為香港社區的和諧貢獻巨大。未來
將繼承香港慈善總會成立時的精神
，投入慈善工作，再創高峰。香港
慈善總會和香港地區中國和平統一
促進會可以善用並提供一個海峽兩

岸暨港交流的平台，讓三方彼此認
識，相互交流，互訪合作，為日後
兩地高新科技發展合作奠定堅實基
礎。特別是該會副會長、召集人鄺
自讓與歐洲關係密切，他日西安與
歐洲高科技合作與可持續性發展尚
大有空間；望通過交流座談，西安
政府能把握機會，並呼籲港中小型
企業聯合會會長郭振邦、港註冊中
醫學會會長馮玖組團前往西安。她
指該會成立以來，除在本港行善，
並到內地偏遠的貧窮地區，扶貧助
學，積極推動慈善工作。感謝該會
榮譽主席劉志強全力支持該會會務
，認同該會的各項慈善工作。劉志
強邀請郭若為能去香江集團的華南
第一溫泉指導並與西安 「華清池」
交流。內地香港兩地金融界翹楚王
紅軍也希望帶領他的高爾夫球會的
會員去西安看看。

郭若為在交流會上說到，西安
是聞名世界、建都歷史最長的古城
，經濟情況與香港比較，仍有一段
距離，但隨着西部大開發，發展後
勢強勁。誠邀該會成員到西安多走
走，多看看，發掘具潛質的投資商
機。

最後在張麗提議下：鄭蘇薇以
一曲《山丹丹開花紅艷艷》，帶來
了全場濃濃的淳樸西北風格。座談
會在歡快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香 港 慈 善 總 會
西安政協訪港團 交流座談

▲

香港慈善總會
主席鄭蘇薇（右
）與活動召集人
鄺自讓（左）贈
送紀念品與西安
政協副主席郭若
為 本報攝

▼香港慈善總會
與西安政協訪港
團一行合影

本報攝

「現在個人奪冠已不是最重要
的，重要的是能為中國高球做些事
情，推動高爾夫球的發展。」在澳
門威尼斯人公開賽結束之時，中國
高球第一人張連偉雖然沒拿冠軍，
但談起高爾夫依然豪情滿懷。

澳門一直是張連偉的福地，澳門公開賽從1998年
問世，他曾兩度奪取冠軍，而且從來沒有被淘汰過。
最近他還在做一件大事，成立張連偉慈善基金會，據
悉前澳門特首何厚鏵已答應擔任名譽理事長。在此張
連偉的重大轉型時期，筆者有幸採訪了這位47歲的高
爾夫球王。

為中國高球做些事
大公報：我們都知道您的 「張連偉杯」青少年公

開賽已成功地舉辦了12年，現在不少中國在國際比賽
中的好手都是從您這比賽中成長起來的。是不是有這
成功經驗，您對基金會的前景特別有信心？

張連偉：確實，不同人生階段做不同階段的事，
只要有心為中國高球市場做事，總能做一些事情。現
在推廣活動比較多，一舉一動都會影響下一代。要給
人看到希望，這樣才可以影響一批人入門。張連偉杯
青少年公開賽前十年在深圳，最近兩年在成都，都很

受歡迎。不少好選手已經在國內外取得好成績，突出
的例子是馮姍姍，她曾兩次在張連偉杯賽上奪冠，今
年馮姍姍成為中國大陸首位贏得大滿貫的選手，目前
世界排名排前三，已經是世界領先的選手了。

看到這些年輕選手不斷成長，我更有這個信心做
好這個基金會。成立基金會的目的和宗旨，就是普及
和推廣高球，推動高球項目的發展。進入中國起點比
較高，怎樣提高到社區高爾夫、讓人人都能認識、參
與高球，為2016年奧運會做好準備，中國不缺人才。
只要有心人去做，去培養。

成立基金推動高球發展
大公報：您提到2016年奧運會，現在大家都很關

心中國及香港選手有沒資格去巴西，您覺得選手的奧
運之路的關鍵是什麼？

張連偉：高球是特殊運動，需要很長的時間，需
要政府和企業擰成一股繩，為什麼近幾年印度、泰國
選手進步這麼快，就是國家和企業的大力度培養。
2016年奧運很快到了，我們需要人才，我們需要世界
排名，需要與國際賽事合作。中國賽事很多都沒有積
分，必須要出去打，出國打才有積分和排名，才有機
會，要不停打，才有進步，如果一年不打，排名很快
下來。有了排名才有進入奧運資格。世界排名 400 名

之內才能進去，可能後面還要嚴格 200 名之內。中國
目前女選手排名還靠前，男選手目前只有2人在前400
之內，所以我比較着急。

大公報：這是否就是您全力以赴做基金會的原因？
張連偉：是的，我是苦出身，職業選手這一路有

多辛苦，只有自己體會，之前很多國人出國參加比賽
，如果兩次都沒拿到獎金，第三次基本就沒心情去了，
沒有經濟支持，經濟影響心情，我現在決定成立基金
會，目的就是要幫助他們消除一些後顧之憂，幫助他
們，為他們做鋪墊，讓他們能全身心的去國外打球，尤
其是這幾年很重要，大環境在慢慢地改變……

現在中國政府也很支持這項運動。已經成立了國
青隊和職業隊，青少年授權給了地方協會。國家已將
高爾夫營業稅從原來的 23%降到 10%，廣東省和天津
更降到5%。

廣東高協在這方面做的不錯，希望企業也能給予
多點支持，回饋社會。希望每個球會一周之內能安排
一天給青少年，哪怕是打9個洞。

着力培訓青少年人才
我們基金會有三大宗旨：第一是青少年的培養；

第二：職業運動員的支持；第三普及、推廣全民高爾
夫運動。希望從娃娃抓起，也希望高球能進入學校，
推廣高爾夫，多點公眾球場，中國目前就一個公眾球
場，在全國球場中只佔五百分之一。

大公報：我們知道您一直有個奧運夢，您的張連
偉杯青少年賽的口號也是 「圓我一個奧運夢」，您可
以具體談談您的奧運想法嗎？

張連偉：出戰奧運會是一種榮譽，這是代表國家
，升國旗的人生夢想，不是個人的事，以前我打高爾
夫是謀生的手段，現在是代表國家。希望有中國代表

參加奧運，就算沒有新的梯隊的接上，自己也要披甲
上陣。我想對於每一位運動員來說，奧運會都是終極
夢想的殿堂，我也不例外。我一直堅守着這個夢想，
「張連偉杯」正是這個夢想的一部分。2001年，中國

申奧成功，而這一年正是 「張連偉杯」賽事的開始，
作為創始人，2005年就立下了口號─ 「圓我一個奧
運夢」，而這個口號也伴隨着我們一路走到現在。
2009，高爾夫終於回歸了奧林匹克大家庭，自己更大
的想法希望2016年 「張連偉杯青少年國際邀請賽」在
巴西舉行。

大公報：馬上就是香港公開賽了，我們知道您在
粉嶺高爾夫球場其中一個 18 洞創造過最好成績 61 桿
，這個成績是自1889年來123年中的最好成績，我們
也預祝您這次比賽取得好成績。

張連偉：好的，我當然希望我能取得好成績，同
時我更希望球員打破我的記錄。

圓我一個奧運夢
──訪中國高球第一人張連偉

本報記者 王榮平

【本報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日前假深圳威尼斯
酒店設午宴款接由重慶市外經貿主任王毅率領的重慶市
對外貿易經濟委員會代表團一行四人，雙方積極探討於
重慶市舉辦 「工展會」 的可行性。

▲施榮懷（前左五）、林大輝（前右四），李秀恒（前左三）、徐晉暉（前右二）等與陝
西省政協主席馬中平（前右五）於會上合照

▲

施榮懷（右四）
致送紀念品予重慶
市外經貿主任王毅
（左四）

▲中國高球第一人張連偉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