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屆時，出席的中總首長將包括會長楊釗，
副會長方文雄、陳幼南、袁武、李德麟、莊學
山、林樹哲、盧文端、曾智明，榮譽會長或名
譽會長曾憲梓、陳有慶、霍震寰、蔡冠深、王
敏剛、林廣兆、張成雄、林銘森、陳斌和一眾
常董、會董、會員及親友等。晚宴筵開138席
，取其諧音寓意吉祥，近1,800名嘉賓出席。

內地澳門代表陣容鼎盛
內地和澳門亦分別派出陣容鼎盛的代表團

赴會，計有中華海外聯誼會、中國貿促會、廣
東省委統戰部、廣東省工商聯、廣東省貿促會
、廣州市政協、深圳市委統戰部、深圳市總商
會、澳門中華總商會。本地嘉賓則包括特區政
府官員、半官方機構代表、行政會議成員、立
法會議員，工商、專業社團代表，還有台灣駐
港機構代表、內地駐港貿易代表機構、外國駐
港領事館代表、外國商會代表，全國人大代表

和全國政協委員等。
晚宴還邀得陳慧琳、鄭穎芬和中總聯絡委

員會合唱團表演助興。另設有全場禮品、枱獎
、特別獎等，獎品總值高達150萬港元。

新任會長楊釗，加入中總後曾歷任該會常
務會董及副會長等職務，對會務十分熟悉。他

是現任全國政協委員，並獲特區政府頒發銀紫
荊星章。楊釗為旭日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轄
下業務包括成衣、地產及金融投資等，遍及內
地、港澳、東南亞、美國、加拿大、澳洲及新
西蘭等全球各地。

中總新屆會董周五就職
董建華彭清華林鄭月娥等主禮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B17社團新訊責任編輯：陳繼展

【本報訊】記者黃閩報道：日前
，香港黑龍江經濟合作促進會會長劉
宗明率眾副會長等假灣仔皇朝會設宴
，熱情接待以黑龍江省委統戰部副部
長、省工商聯黨組書記葉曉鐘率領的
非公有制優秀企業家一行。席間，賓
主雙方暢敘友情，共談經驗，作了廣
泛的交流，氣氛熱烈而溫馨。

劉宗明在致詞時介紹了該會自
2004 年成立以來，在林樹哲創會會
長帶領下，在會員們的共同努力下，
積極加強與黑龍江省的交流合作，成
為了投資龍省的外商排頭兵，並每年
無私地為黑龍江招商引資作了大量的
工作，搭建了黑龍江省在香港的窗口
和走向國際的平台，充分發揮了橋樑
紐帶作用。他希望借助是次龍省的企
業精英來港，大家加深感情及了解，
並冀望學員們可以從香港的發展過程
和經驗中得到啟迪和借鑒，回去可以
更好地為黑龍江的大發展貢獻力量。

葉曉鐘代表省委省政府對港龍會
所作出的貢獻表示感謝。他指，本次
組織了該省 41 家企業的精英來港學
習考察，希望學習到香港優秀的管理
經驗，並了解香港近期的發展狀況和
市場經濟的真諦，把企業發展好，進
一步促進龍省經濟的快速騰飛。

出席座談會及晚宴的港龍會成員
還包括副會長方平、吳銀龍、高佩璇
、李銘洪、余國賢、黃殖民、黃少波
、陳永源、蔡國良、周春玲、賴亞成
、劉興華及名譽會長黃德明； 「黑龍
江省第二期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優秀企
業家暨優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
設者培訓班」主要成員還有省工商聯
副主席孫毅夫及吳曉強、王慶傑、田
秀榮、江廷科、姜濤、王立東、王慶
和、王長平、張金龍、郝士均、袁勃
、吳金銓、魏銘、鄭惠姝、張宇輝、
石冰、崔立濱、何文輝、張亞威等。

【本報訊】香港中華總商會將於
周五晚（30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舉行第48屆會董就職典禮晚宴，全國
政協副主席董建華、鄭萬通，署理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主任彭清華
、副主任殷曉靜，外交部駐港副特派
員李元明，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張秋儉
、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安民，國僑
辦副主任任啟亮，中國國際貿易促進
委員會副會長于平，廣東省副省長招
玉芳、政協副主席湯炳權和香港財政
司司長曾俊華等將親臨主禮。

【本報訊】記者丁春麗報道：濰
坊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丁漢邦一行
昨日到訪香港山東商會，希望在濰坊
文化產業領域與港展開合作，引進香
港及海外戰略投資者。

據丁漢邦介紹，濰坊近年來發展
迅速，特別是濱海新區，已經成為濰
坊最具活力的地方。濰坊市文化資源
豐富，文化產業優勢突出，文化名人
輩出，剛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
就是山東濰坊人。濰坊風箏節、魯台
會、中國畫節等節會活動也成為濰坊
的文化亮點。濰坊市希望在文化產業

領域引進香港以及海內外的戰略投資
者，共同探討發展合作。

大公報董事長兼社長姜在忠說，
香港資本雄厚，是內地招商引資最好
的地方，也是通向世界的橋樑和窗口
。他建議濰坊領導多來香港，在香港
廣交朋友，吸引更多港商到濰坊投資
興業。

香港山東商會副會長王富剛表示
，在港山東鄉親對濰坊有着深厚的感
情，一直關注濰坊的發展。山東商會
願與濰坊加強合作，並助力商會會員
投資濰坊。

【本報訊】由中國日報亞洲領袖圓桌論壇
主辦，印中經濟文化促進協會協辦的印度孟買
「中印商業戰略合作機遇」論壇，於 11 月 27

日舉行。印中經濟文化促進協會主席迪爾哈
（Mr. P. S. Deodhar）在會上提到， 「中國和
印度應該成為合作夥伴而非商業勁敵，如何尋
求戰略性合作是目前的首要任務」。

談到中印商業合作，論壇另一位重要嘉賓
國家能源委員會專家資訊委員會主任張國寶指
，在許多亞洲發展中國家中，如緬甸和敘利亞
，中國被普遍認為是最重要的投資者，其實許
多投資項目都是由中印合作完成的，中印商業
合作由來已久。

不過，兩國之間的合作似乎始終存在着摩
擦，而這些摩擦來自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等方

面。來自特變電工印度總部的副總裁劉先生，
在論壇分享在印度成立初期遇到的大困難之一
，就是政府繁複的稅收政策，當克服稅收難題
後，公司又要面對員工效率問題。他深明問題
緣於兩國不同的文化背景基礎上，要短時間內
解決，他並不樂觀。

針對這些困難，上海外經集團控股有限公
司副總裁鄭裕楓，指出克服當地文化差異是融
入市場，獲得商業成功的戰略性關鍵。他在分
享開闢印度市場戰略時就指出，當初的策略就
是尋求當地合作夥伴，他始終相信可靠的合作
夥伴，外國公司才能以最短的時間適應當地環
境，贏取商業勝利。他的觀點受到許多印度商
業領導人的支持，來自印度E. J. McKay公司
的管理總監拉格塔（Mr. Kamal Rungta）指出

，尋求商業資訊和商業中介，能大大降低貿易
摩擦，這亦成為致勝關鍵。

對於下一步中印合作的方向，另一重要嘉
賓──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
新立，指出中印合作將有美好的前景，加強在
通訊技術以及金融方面的合作，勢必為中國和
印度帶來長遠的經濟發展。他還建議中國聯手
印度及其他亞洲國家，建立屬於自己的投資銀
行，以及農業銀行，加強區域性經濟合作，為
整個亞洲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今次論壇共邀請到了 37 位來自商業政治
領域的中印領導人，主要探討如何建立中印商
業戰略合作關係，同時推動兩國的經濟發展。
是次論壇也是《中國日報》亞洲領袖圓桌論壇
首次在印度舉行。

《中國日報》論壇談中印商貿

港龍會與龍省企業精英座談

【本報訊】李嘉誠基金會昨天向英華女
校捐出港幣1000萬元，成立李莊月明學生發
展基金，長期支持英華女校學生交流及服務
計劃，包括提供海外交流活動培養學生的世

界公民意識，以及鼓勵她們投入社會服務，
活出英華 「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服務精
神。

李嘉誠基金會董事李澤楷昨早代表基金

會出席捐款儀式，與英華學生一同參加昨日
的早會，並與她們會面交流。

李澤楷在致辭時提到，英華女校是他母
親李莊月明的母校。他說： 「先母是萬千在
英華春風化雨下獲益良多的校友之一。她曾
是班上活躍分子，參與各項課外活動，包括
辯論隊成員及於暑期為貧困學生擔當義務小
老師。這一切經驗，塑造了她昔年的成長，
讓她以母校及服務社會為榮。」

英華女校校長李石玉如非常讚賞基金會
歷年對推動優質教育和奉獻文化的貢獻，並
感謝基金會的支持，她表示英華雖經過百年
多的成長和變遷，但以教育立人、為社會作
光，則仍然是學校永續不變、薪火相傳的核
心精神，當中有賴愛護母校的校友一直以來
的支持和鼓勵。

石校長說： 「像校友莊月明女士，早於
戰後50年代已負笈日本，反映年輕的她已經
擁有宏博的世界觀，和尊重與欣賞不同文化
的胸懷。而這份崇高的個人情操，將透過她
名下的學生發展基金，在一代又一代的英華
年輕學生的身上延續下去。」

英華女校秉承 112 年深厚歷史，發展多
元化的課程及全人教育，當新校舍於2016年
落成後，發展將更上台階。

李嘉誠基金千萬捐英華女校

濰坊領導昨訪香港山東商會

【本報訊】日前，香港婦聯獲婦女事務
委員會撥款舉行 「『健康飲食．運動積極』
婦女健康大募集」計劃，假屯門文娛廣場舉
行啟動禮。中聯辦新界工作部社工處處長楊
小嬋，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劉靳麗娟，屯門
助理民政專員列浩然擔任主禮嘉賓。

香港婦聯主席葉順興表示，婦聯一直關
注女性健康，過去曾舉辦子宮頸及直腸檢查
資助計劃，今年亦推行了 「婦女乳房檢查資
助計劃」，鼓勵婦女定期進行身體檢查，正
視疾病問題。

是次舉行的 「『健康飲食．運動積極』
婦女健康大募集」計劃，將於新界5區，包括
北區、大埔、天水圍、馬鞍山及荃灣，分別
展開5場健康專題講座及身體檢查，包括糖尿
病、心血管疾病、大腸癌及脂肪肝等疾病的
預防方法，更製作展架及小冊子，於新界區
內展覽及派發，藉以提高市民的健康意識。

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劉靳麗娟致辭時指
出，婦女在家庭及社會層面上扮演舉足輕重

的角色。婦女對建設良好的家庭關係，以及
和諧社會更加是功不可沒。不少婦女更需要
同時兼顧工作及家庭照顧者的角色，對許多
婦女來說，這可能是構成壓力的來源，甚至

會影響到她們的身體健康及情緒。婦委會為
此將本年度資助計劃的主題定為 「妍樂人
生 康健身心」，鼓勵團體舉辦以提倡及加
強婦女身心健康的活動，協助婦女建立健康
人生。

當日活動參與人數超過 3000 人，大會更
舉辦嘉年華及健康運動攤位，透過健康操、
太極拳及跆拳道等示範，讓市民了解更多有
關健康的訊息。

香港婦聯辦健康飲食計劃
【本報訊】香港觀塘工商業聯

合會會長陳延邦捐資 30 萬予福建省
邵武市大埠崗中學，藉以改善校舍
設施，以及興建塑膠運動場。邵武
市政協主席鄧榮堃、邵武市委常委
、統戰部部長楊華、邵武市副市長
陳燕、大埠崗鎮黨委書記吳錫高及
大埠崗鎮鎮長楊建平出席主禮。觀
塘工商聯副會長鄭志良、施忠民；
會董陳滿棠、蔡來順、黃達強及林
靄嫻參加了捐資儀式。

大埠崗中學地處邵武南部，省
道邵泰線旁，距邵武市區約 30 里。
學校創建於 1920 年。現時該校佔地
總面積約 1.71 萬平方米，學生人數
156 名，6 個教學班，教師 28 人。
2011 年，該校通過福建省標準化學
校驗收，辦學以來，學校教育教學
質量始終名列前茅。連續多年被邵
武市教育局評為 「教育教學質量管

理先進單位」。校長楊才發表示，
是次所得善款將用以改善校舍以及
興建塑膠運動場，進一步優化學校
設施，令學生擁有更完備的學習環
境。

陳延邦於捐資儀式上發言表示
，他深深認同 「十年樹木、百年樹
人」的道理，明白強化教育對國家
未來發展的重要，為此能夠為國家
作育英材盡一分力，實在是每個中
國人樂意承擔的事。他衷心呼籲大
家為這個目標而努力，亦衷心祝願
同學學有所成，日後為國家發展貢
獻力量。

楊華、楊建平致辭嘉許陳延邦
贊襄教育，功在千秋，又讚揚他在
支持當地興教辦學上貢獻良多，相
信以他的實際行動和感召力定能影
響更多的友好支持興教善舉。

▲濰坊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丁漢邦（右四）與香港山東商會副會長王
富剛（左三）互贈紀念品並合影留念。（左二）為濰坊日報社社長來永
生，（右三）為濰坊市委對外宣傳辦公室主任李傳江，（左一）為香港
山東商會副秘書長王振明，（右二）為山東華藝雕塑藝術公司董事長、
總經理傅紹相，（右一）為香港山東商會會員王培英 本報記者丁春麗攝

▲港龍會舉辦與黑龍江省企業精英座談會 本報記者黃閩攝

▲香港中華總商會新任會長楊釗

▲李嘉誠基金會董事李澤楷與一群英華中五學生交流，暢談世界經濟、環球競爭、香港
優勢、女性地位及慈善公益等議題

▲香港婦聯 「 『健康飲食．運動積極』 婦女健康大募集」 計劃啟動禮圓滿舉行

觀塘工商聯會長福建興學

▲觀塘工商聯會董局成員與一眾學生合照。由左至右：蔡來順、鄭志良
、陳延邦、施忠民、黃達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