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濰坊贈大公寶鼎賀本報110華誕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B22社團新訊責任編輯：黃秀娟

【本報訊】記者方成報道：香港僑友社
25 日假九龍國際展貿中心隆重舉行 「慶祝香
港僑友社成立30周年暨第15屆理監事會就職
典禮」，及於 26 日舉行 「慶祝中國─印尼建
交62周年暨香港僑友社成立30周年聯歡會」
文藝演出。國務院僑辦副主任譚天星，中國僑
聯副主席喬衛，中聯辦協調部部長沈沖，外交
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主任朱桃英，特區政府民政
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全國僑聯副主席、香港
僑界社團聯會主席陳有慶，全國政協常委、香
港僑界社團聯會會長余國春等出席主禮。該會
第 15 屆會長黃英來、監事長王欽賢在全場的
見證下，率全體理監事正式就職。

晚會現場冠蓋雲集，喜氣洋洋，逾 1200
人歡聚一堂，同申慶賀。應邀出席主禮的嘉賓
尚包括：亞洲文化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杜志濱
，香港友好協進會會長陳永棋，中國和平統一
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盧文端，印尼駐港總領事
Pak Tehuh Wardoyo等。

愛國愛港愛鄉愛僑
黃英來在致詞時指，僑友社 30 年來，旗

幟鮮明，在愛國、愛港的道路上用自己的實際
行動實踐着該會的宗旨。在共同分享僑友社
30 年來取得的豐碩成果的時候，不能忘記 30
年前 55 位前輩的艱苦創會；同時要感謝國務
院僑辦、中國僑聯和中央各涉僑部門領導的關
懷、支持。他表示，十八大的順利召開，令剛
剛完成換屆改選的僑友社同仁深受鼓舞，決心
以此為強大的動力進一步發展會務，繼續發揚

僑界愛國、愛港、愛鄉、愛僑的優良傳統，支
持和配合香港僑界社團聯會的有關會務活動，
為促進香港社會在愛國愛港旗幟下的大團結而
努力。

主禮嘉賓譚天星、喬衛、余國春分別致詞
。他們均指出該會是香港僑界成立較早、面向
基層的重要社團；盛讚該會 30 年來，在歷任
理監事的帶領和全體僑友的努力下，秉承 「愛
國、愛港、愛僑、為僑服務」宗旨，廣泛聯絡
僑界基層，扎實開拓會務，為居港歸僑僑眷排
憂解難辦實事，為發展和壯大愛國愛港力量做
貢獻，為促進海內外僑界交流做工作，發揮了
積極作用，提升了影響力，贏得了香港僑界和
社會各界的讚譽和肯定。他們希望該會以成立
30 周年為新的起點，和衷共濟，開拓進取，

推動會務再上新台階，繼續高舉愛國愛港的旗
幟，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推進 「一國兩制
」事業，積極參與促進香港與內地交流合作，
為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推動兩岸和平發展
與祖國統一大業作出新貢獻。

王欽賢致謝詞，感謝國務院僑辦、中國僑
聯和中央各涉僑部門領導多年來對香港僑友社
的關懷和支持。

26 日晚上，僑友社又在九龍國際展貿中
心三樓匯星廳，舉行 「慶祝中國─印尼建交
62 周年暨香港僑友社成立 30 周年聯歡會」，
各界嘉賓及僑友 3000 多人歡欣喜悅，共同欣
賞由中國僑聯組織的《親情中華》藝術團和印
尼 GemaCitra Nusantara 藝術團同台演出精彩
的文藝節目。

▲濰坊市副市長、濰坊濱海經濟技術開發區黨工委書記王樹華（右四）、濰坊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丁漢邦（右三）、濰坊日報社社長來
永生（右二）、濰坊市委對外宣傳辦公室主任李傳江（右一）與大公報董事長兼社長姜在忠（左四）、副社長馮仲良（左三）、總經理盛
一平（左二）、執行總編輯李大宏（左一）為大公寶鼎揭幕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二十六日電
】為期3天的第五屆白雲區旅外僑胞、
港澳同胞懇親大會今天在白雲國際會議
中心開幕，來自17個國家和地區近700
名白雲區籍的鄉親代表們聚首一堂，暢
敘家鄉情誼，共商興業良計。據統計，
近30年來港澳僑胞共捐贈2.2億元（人
民幣，下同），大力支持白雲區公益事
業項目。

本屆懇親會規模創歷屆新高，吸引
世界各地 67 個僑團參加，包括美國蒙
特利公園市前市長黃維剛、香港立法會
議員葉國謙等嘉賓出席。期間，舉行白
雲區經貿推介交流會，白雲區區委書記
馬文田、代區長葉牛平介紹了該區經濟
發展亮點和升級潛力，期望借助懇親會
加強各界在經濟、技術、貿易等方面的

合作。
同時，旅外鄉親還相繼參觀了白雲

新城、8大鎮街，以及著名景點和重點
發展項目，充分體驗白雲區的發展變化
和風土人情。期間還召開白雲海外聯誼
會第七屆理事會等，進一步加強白雲區
與旅外鄉親的互動聯繫和經貿發展。

作為廣州市的主要僑鄉之一，白雲
區有30多萬海外僑胞分布全球40多個
國家和地區，區內還有 25 萬歸僑僑眷
。近 30 年來，旅外鄉親除了大舉回鄉
興辦實業外，還積極捐贈興建公益項目
858 個，折合約 1.7 億元；同時推動白
雲區新農村建設，捐贈約 5000 萬元，
支持當地興辦教育醫療、文化體育等項
目。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電】第五屆番禺旅外鄉親
懇親大會 25 日下午在番禺英東體育館舉行，來自美
國、澳洲、英國以及港澳台等16個國家和地區共70
個番禺旅外鄉親社團的代表近千人出席。香港超過
20個社團逾300人出席，成為旅外鄉親最大規模的社
團。譚耀宗、霍震寰、陳瑞球等香港知名人士出席。

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馬儒沛、廣州市委書記
萬慶良等負責人，還有全國政協社會及法制委員會副
主任、香港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全國人大代表、霍英
東集團行政總裁霍震寰；原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長江
製衣有限公司主席陳瑞球等出席。全國政協副主席何
厚鏵發來的賀電：藉着五年一度的懇親大會，各地鄉
親濟濟一堂，共聚鄉誼，必極盛一時。

番禺區僑務及外事辦公室主任李熾和表示，在
70 個番禺旅外鄉親社團，要數香港社團最多，超過
20個社團，300多人抵穗出席。譚耀宗表示，番禺與
香港地理密切，番禺有不少的鄉親在香港，兩地交往
頻繁，番禺與香港合作的空間頗大。

「我每年都回番禺老家，目睹家鄉變化大，感到
很高興。今天參加懇親大會，認識多年未見過面的海
外鄉親。」85 歲的香港同鄉會魏奕輝表示。別看他
耄耋之年，但魏奕輝顯得神采奕奕，談笑風生，對當
年往事仍歷歷在目。

下午三時，舉行海外社團、港澳台嘉賓懇親大巡
遊，從番禺賓館浩浩蕩蕩出發到英東體育館，60 多
個巡遊方隊參與巡遊，舞龍隊、鰲魚隊、醒獅隊等具
有番禺特色的表演隊伍將在巡遊中獻藝，場面壯觀。

隨後，舉行第五屆番禺旅外鄉親懇親大會。番禺
區委書記盧一先表示，舉辦旅外鄉親懇親大會，為給
旅居世界各地的番禺鄉親提供一個尋根溯源、凝聚僑
心、暢敘鄉誼、共求發展的機會，並感謝旅居海外鄉
親和各界人士對該區建設的大力支持和幫助。

會上，還舉行 「百年僑社 薪火相傳」牌匾頒贈
儀式。番禺是廣東省的著名僑鄉之一，番禺人旅外定
居的歷史約有200年，據統計約有100萬祖籍番禺的
鄉親旅居港澳台和海外，遍布全世界 30 多個國家和
地區。據不完全統計，目前與番禺區有較密切聯繫的
海外、港澳台社團約有100個，其中超過百年歷史的
社團有14個。

番禺旅外鄉親愛國愛鄉，情濃桑梓，心繫故里，
為番禺的經濟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改革開放以來，華僑華人、港澳台同胞向番禺捐贈的
僑捐項目共1400多個，折合人民幣近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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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寶鼎」揭幕儀式在本報報史陳列館
舉行。王樹華致辭表示，大公報是迄今歷史最
為悠久的一份華文報紙，與濰坊市有深厚淵源
，今年在大公報開設的濰坊新聞專版極大提升
了濰坊市的知名度。大公寶鼎融會了濰坊千萬
市民對百年大公的良好祝願，寄託着濰坊市將
與大公報致力深化合作實現互惠共贏的殷切期
望。

姜在忠社長代表本報感謝濰坊市委市政府
的盛情厚誼，表示大公報將發揮獨特的條件和
優勢，宣傳濰坊改革開放和發展所取得的成就
，適時組織香港工商界人士到濰坊考察投資。

大公寶鼎是濰坊市為祝賀香港大公報創刊
110 周年特製的一份厚禮，寶鼎高 2012mm、
鼎腹直徑110cm（寓意2012年大公報創刊110
周年），重達1.5噸。鼎腹外浮雕以大公報名
、毛澤東題詞 「為人民服務」以及大公報先輩
「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辦報方針等為

主題。
鼎腹內壁刻製銘文：維公元二零一二年六

月，值香港《大公報》一百一十周年華誕之際
，中共濰坊市委、濰坊市人民政府向香港《大

公報》社贈送《大公寶鼎》以賀。其銘曰：偉
哉大公，載譽九州；風箏於飛，四海連情。忘
己無私，業界精英；筆效南董，激濁揚清。不
黨不私，立論中正；不賣不盲，唯是之從。北
海香江，禮樂同宗；情如兄弟，共臻繁榮。值
此華誕，鑄鼎以贈；永結同好，以勒斯銘。

據大公寶鼎設計者、山東華藝雕塑藝術公
司董事長、總經理傅紹相介紹，大公寶鼎亦有
表現濰坊特有的人文景觀、民俗風情及現代科
技發展的浮雕圖案。諸城恐龍、寒亭風箏、昌
樂寶石、濰縣蘿蔔、安丘公冶祠、高密剪紙和

濰城布老虎、青州雲門山、昌邑絲綢、濰城十
笏園、寒亭年畫，以及濰坊風箏廣場主體雕塑
、風箏博物館、高密泥老虎、臨朐沂山、放飛
風箏、現代城市、壽光蔬菜、臨朐老龍灣、五
湖聯誼和未來科技發展、濰坊風箏標識等，貫
穿整個畫面。

濰坊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丁漢邦、濰坊
日報社社長來永生、濰坊市委對外宣傳辦公室
主任李傳江，大公報副社長馮仲良、總經理盛
一平、執行總編輯李大宏、山東辦事處主任辛
民等出席了寶鼎贈送儀式。

▲海外社團、港澳台嘉賓懇親大巡遊現場，圖為香港番禺同鄉總會正在
巡遊 本報記者袁秀賢攝

▲廣州白雲區領導跟部分僑團團長在懇親會期間合影留念
本報記者方俊明攝

捐贈2.2億回哺故鄉

700旅外鄉親穗白雲區省親

僑友社慶30周年暨就職
譚天星喬衛沈沖朱桃英等主禮

◀黃英來（左一）陪
同譚天星（中）頒發
永遠榮譽會長聘書，
陳有慶（左二）、余
國春（右二）、王欽
賢（右一）代表接受

▼香港僑友社成立30
周年暨新屆理監事會
就職典禮上，賓主合
影

本報記者
黃洋港攝

山東濰坊市副市長、濰坊濱海經
濟技術開發區黨工委書記王樹華一行
，昨日到訪本報，代表濰坊市委市政
府向本報贈送大公寶鼎，受到本報董
事長兼社長姜在忠等報社領導熱情歡
迎。

本報記者 張綺婷 丁春麗 ◀大公報董事
長兼社長姜在
忠（左）與濰
坊市副市長、
濰坊濱海經濟
技術開發區黨
工委書記王樹
華（右）在大
公寶鼎前合影
留念

本報記者
麥潤田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