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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出席聯歡晚會的賓主尚包括：旺角區賢毅
社名譽會長張巨森、王立文、梁賜均，名譽贊助人
伍燕梅，榮譽顧問仇振揮、梁偉權，賢毅中央聯會
主席黎麗冰，旺角警民關係組警署警長陳沛佳等。

主席關蘊英致詞時表示，舉辦是次活動是該社
今年的重要活動之一，藉此表達對長者的關懷，頌
揚他們過往的歲月中，為香港社會繁榮穩定，促進
家庭、社區的和諧做出的貢獻。她希望長者善用餘
暇，積極參與社區活動，擴闊社交圈子，從而得到
身心康泰，度過豐盛晚年。她特別感謝善長仁翁陳
茂發、黎勤贊助全場酒席，朱嘉樂、張巨森、鍾田
、王立文、張志詳、鄧佑才等善心人士的鼎力支持
，以及該社姐妹們的熱心服務、無私奉獻的精神，

令全場公公婆婆度過一個愉快的夜晚。
主禮嘉賓何小萍、李細春、鍾港武、高寶齡分

別致詞。他們均讚揚旺角賢毅社成立 28 年來，在
創會主席關蘊英及一眾社內姐妹的共同努力下，對
服務社區、促進婦女權益一向不遺餘力，每年積極
舉辦、參與各類社區及公益活動，特別是在關注長
者，服務街坊等方面做出重要貢獻，為構建和諧的
社區，功不可沒！

儀式上，大會向服務該社長達 15 年，盡心盡
責服務社區的黃鏡波先生致送特別獎以示感謝；並
向 「松柏之星」美譽之長者致送敬老利是，祝福長
者生活愉快，安享晚年。

由旺角區賢毅社主辦、油尖旺民政事務處協辦之 「萬歲聯歡晚會」
日前假旺角倫敦大酒樓盛大舉行，共招待了區內700多名公公婆婆。大
會邀得油尖旺民政事務專員何小萍，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處長李細春，
油尖旺區議會主席鍾港武，全國人大代表高寶齡，大會贊助人油尖、旺
角區少年警訊會長陳茂發，大會贊助人油尖警區少年警訊會長黎勤，立
法會議員梁美芬，九龍西區各界協會會長鄧佑才等出席主禮，與該社主
席關蘊英等歡聚一堂，共同為長者送上美好的祝福！

本報記者：方 成（文／圖）

「萬歲聯歡晚會」 上，賓主開心合影留念

關蘊英（左）致送感謝狀予大會贊助人黎勤（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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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島聯校運動會圓滿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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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汪澄澄報道：藉
第二屆陝粵港澳經濟合作活動周舉辦
的契機，陝西省政府新聞辦主任李偉
率領陝西新聞界交流團昨到訪大公報
參觀、交流。本報董事長兼社長姜在
忠、總編輯賈西平等熱情接待了來賓
，並宴請諸位賓客。

第二屆陝粵港澳經濟合作活動周
於本月 19 日至 23 日在香港舉辦活動
，隨後將移師澳門。為加強陝港兩地
媒體的溝通與合作，李偉帶領十多名
陝西省新聞界同仁，於昨日上午到訪
大公報。

姜在忠在歡迎午宴上特別提到大
公報與陝西省的緣分。他說，歷史上
著名的西安事變發生在陝西西安，而
大公報當時就事件連續發表的社評，
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他又提
到，紅軍長征期間，時為大公報通訊記
者的范長江深入西北地區考察，也曾
到過陝西，他撰寫的一系列通訊文章

，引起中共領導層關注，並引發全國
轟動。一番講述，拉近了賓主的距離。

本報副總編輯王偉則帶領一眾客
人參觀了報史陳列館，詳細介紹了大
公報的歷史變遷和名人，並借用歷屆
國家領導人對大公報的高度評價，讓
來賓對大公報的辦報理念，及其在中
國新聞史上的地位，有更為清晰和直
觀的了解。賈西平則提到大公報的最
新動態，包括深入解析政府政策，剖
析經濟環境等，稱有關報道對市民來
說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是次隨行的還有陝西日報社副總
編姜馮俊、陝西廣播電視台台長助理
李永軍、陝西廣播電視台副主任劉嘉
軍、寶雞市政府新聞辦副主任康軍建
、銅川市政府新聞辦主任許西華、延
安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蘇世華、安康市
政府新聞辦主任趙方、白河縣委宣傳
部部長張吉彩、商洛市政府新聞辦主
任熊德海等。

【本報訊】香島中學第 59 屆聯校田徑運動會於日
前在假深水埗運動場順利舉行。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
副院長李丹、香島教育機構行政總監葉燕平、香島中學
校長黃頌良、天水圍香島中學校長楊耀忠、將軍澳香島
中學校長吳容輝、三校家教會負責人及師生逾千人出席
了運動會。

本屆運動會以 「香島同心 共闖高峰」為主題，寄
語香島中學三校運動員與師生、家長同心協力，繼承香
島大家庭的精神，共闖高峰，奮進創新。

是次運動會有逾三百名運動員爭奪錦標，賽況激烈
。經過一日緊張的爭奪後，香島中學獲得全場總冠軍，
校董會杯個人全能總冠軍由廖芷筠同學奪得。

▲香島中學第59屆聯校田徑運動會圓滿舉行。圖為嘉賓與教師及得獎團禮合影

南北行蟹宴饗會員
【本報訊】記者黃閩報道：日前，南北行公所假上

環金鑽酒樓舉辦 2012 年蟹宴，該會主席李歡與會長唐
學元率一眾會董出席接待。兩晚共設 42 席，逾 500 位
會員家屬及各界友好參加了盛宴。
李歡表示，希望藉此活動，凝聚會
員，增進聯誼，共同為構建和諧社
會而努力。

李歡在致辭時說，該會每年都
在秋風起，大閘蟹最肥美之時舉辦
蟹宴，廣邀會員及友好歡聚一堂，
暢敘情誼。他又指，該會作為香港
最早的華人商會，已具144年歷史，
為香港的發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近年會務不斷發展，與時並進，開
辦了網站，可以更好地為會員服務
，為大家提供資訊宣傳。

李歡還在會上與大家交流了養

身之道，他並向在座的各位介紹了一款含有珍稀蟲草的
醋飲── 「十五益」（見中圖）。這是一種選取優質蛹
蟲草和大米為主要原料，用國家森林公園內 50 米深的

泉水經發酵蒸而成的蛹蟲草米醋
飲品。它具豐富的氨基酸、糖類
物質、有機酸、維生素 B1、維生
素 B2、維生素 C、無機鹽礦物質
及蛋白質等人所需的微量元素。
對預防感冒、消除疲勞、美容護
膚、幫助消化、醒酒等均有很好
的作用。

出席當晚活動的該會主要人
員還包括副主席歐陽模、關思聰
，會董林鎮浩、郭淑銘、蔡國屏
、許信文、李國雄、陳松桂、倫
國綱、單志明、鄭敏明、林漢華
及嘉賓邱子成、陳洪征等。

▲ 李歡、唐
學元與眾董
事嘉賓祝酒

本報記者
黃 閩攝

陝新聞辦主任一行訪本報
施 榮 懷 在 致 辭 時 表 示 ， 廠 商 會 的

「2012 年珠三角經營環境問卷調查」顯示
，57.1%的回應公司已有內銷業務，比2011
年調查所得的56.6%再進一步上升；另外還
有近兩成的企業雖然尚未將產品銷往內地
，但已有拓展國內巿場的計劃。配合港商
發展的趨勢和業界的需要，廠商會和品牌
局在今年上半年舉辦了 「武漢香港品牌周
」系列活動，協助香港品牌和產品打入華
中市場。這項計劃取得了美滿的成績，亦
促使主辦機構再下一城，準備於明年 「五
一黃金周」期間帶領近百個本地品牌 「揮
師」閩南市場，在福建省的廈門市舉辦聲
勢浩大的 「香港品牌節」。

閩南市場潛力豐厚
施榮懷表示，選擇在廈門舉辦 「香港

品牌節」的原因之一是閩南市場潛力豐厚
。俗稱 「閩南金三角」由廈門、漳州及泉
州組成，合共人口超過一千四百萬人，經
濟實力雄厚，佔整個福建省國民生產總值
接近四成；閩南是內地最早對外開放的地
區之一，更是超過一百萬香港人的祖籍地

；香港與閩南之間一直有着密切的經貿和
社會聯繫。其中，廈門是中國最有代表性
的經濟特區之一，2011 年城鎮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達三萬三千多元人民幣，為全國
平均水平的1.5倍。

品牌局主席陳淑玲致辭時指，香港品
牌發展局將與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攜手，
於今年 11 月至明年 9 月期間合辦名為 「廈
門香港品牌節」系列活動，並由廠商會展
覽服務有限公司承辦。 「品牌節」將透過
品牌展示、商貿配對、舞台表演節目、路
演宣傳、問卷調查及分享會等一系列內容
豐富而務實的活動，協助香港品牌進軍閩
南巿場，拓展龐大商機。為推廣香港品牌
的集體形象，主辦機構將於明年 4 月 30 日
至5月5日舉行的 「2013香港時尚產品博覽
．福建廈門工展會」中，建立一個設計精
美的展示廊，展出超過一百個香港的原創
品牌。展示廊佔地一千平方米，以 「時尚
、優質生活」為主題；除了陳列特選行業
的品牌產品之外，今次亦特別加設服務品
牌區，展示本地各行各業優質服務商的資
料。

了解當地消費者喜好
另外，展示期間，品牌局將與香港理

工大學合作，向近千名 「廈門工展會」參
觀人士進行問卷調查，以了解當地消費者
的偏好以及對香港品牌的看法，為香港企
業拓展閩南市場收集第一手的資訊。同時
，品牌局還會在廈門市舉辦一個大型的商
貿配對交流會，組織香港品牌經營者與閩
南地區的分銷商以及其他潛在業務合作夥
伴，進行洽談和商業配對。待展會完結後
，主辦機構會於明年六月中在香港舉辦一
個「進軍閩南巿場分享會」，公布廈門消費模
式的調查結果，並邀請專家及業界代表分
享拓展內銷的實戰經驗，交流心得體會。

最後，陳淑玲表示，主辦機構希望通
過這一連串活動，從「B2B」和「B2C」兩個層
面雙管齊下；一方面為港商搭建接洽內地
業務合作夥伴的平台，幫助他們了解閩南
地區的消費形態和分銷渠道；另一方面，
亦透過多方位、密集的宣傳推廣，讓當地消
費者對香港品牌有更直接和深入的認識，
提升香港品牌在內地的知名度及認受性。

【本報訊】香港品牌發展局
獲香港特區政府 「發展品牌、升
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
金」 資助，聯同香港中華廠商聯
合會合辦 「廈門香港品牌節」 系
列活動，有關活動為 「專項基金
」 資助的首批項目之一。品牌局
及廠商會日前舉行新聞發布會，
公布活動詳情。廠商會會長施榮
懷，品牌局主席陳淑玲，廠商會
展覽服務有限公司主席吳永嘉，
品牌局副主席吳清煥、黃家和，
以及展覽公司副主席李慧芬等嘉
賓，主持簡單而隆重的儀式，宣
布 「廈門香港品牌節」 系列活動
正式展開。 ▲廠商會會長施榮懷（中）於 「廈門香港品牌節」 系列活動新聞發布會上致辭

▲陝西省政府新聞辦主任李偉致送紀念品予大公報董事長兼社長姜在忠
。左起：賈西平、李偉、姜在忠、盛一平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陝西省新聞界同仁與大公報總編輯賈西平等合影留念。前排左起：許
西華、蘇世華、姜馮俊、賈西平、李偉、王偉、李永軍。後排左起：劉
嘉軍、張建麗、熊德海、趙方、康軍建、張吉彩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