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總歡宴安民一行
沈沖鄭鋼淼蘇錦樑譚志源楊釗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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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潮州商會
於今年9月換屆，
周振基以高票數當
選第 48 屆會長。
日前，本報記者採

訪了新上任的周振基會長。周振基表示，兩年的任期
很快就過去，定好好利用這難得的2年，全心全意，
為邁向百年的商會奉獻自己的力量。

展開多項會務
周振基會長視事2個多月來，未敢怠慢，已展開

多項會務：在新一屆會董會中新增三個委員會；推出
「團結建港」系列座談會；親臨立法會選舉一線，大

力支持愛國愛港人士；在會訊中推出 「潮州史考」專欄；設計新會徽；改革新
網站；着手裝修潮州會館大禮堂及地面大堂……

第一場 「團結建港」系列座談會邀請到特首梁振英擔任首場嘉賓，指導和
勉勵商會全體同仁團結努力，為建立一個安居樂業的香港盡心出力。周振基對
成功舉辦座談會深受鼓舞，增強了為建設繁榮昌盛的香港出謀劃策、出力拚搏
的信心。他透露，現時已有鄧國威、羅康瑞、曾鈺成、曾德成、林健鋒、田北
辰等應允出席。

新增三委員會
第48屆會董會新增了三個委員會，分別是 「婦女委員會」、 「公民事務

委員會」及 「文化事務委員會」。當中最特別的要數 「婦女委員會」了。巾幗
不讓鬚眉，當代女性在社會中發揮着愈來愈重要的作用。周振基說，潮籍婦女
勤勞、能幹，在社會上的成功例子令人欽佩。他希望借助新增設的 「婦女委員
會」，能更好地調動婦女的積極性，發揮她們的愛心，為社會、為鄉親服務。

香港潮州商會成立92年來，與香港一起成長，經歷了香港回歸祖國的難
忘時刻，見證了中華民族走向興旺發達的光輝歷程。

展望未來，周振基滿懷信心地表示 「我們迎合時代的變遷，不斷朝着國際
化、年輕化及專業化的方向，發展會務，令邁向百年的商會繼續有所作為，繼
續展示年輕、生氣、活力。我們正處於一個大時代，我們的國家，綜合國力日
益強盛，中華文化在世界的影響力日益壯大，中華民族已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我們要繼續立足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共同為香港的繁榮穩定，為中
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

【本報訊】九龍總商會第 37 屆理
事會進行改選，經於11月20日互選大
會中產生新一屆首長及各部門正副主任
。理事長由李光華勝出，李廣林、鍾田
、梁華勝、鄭寶和、王柏源及劉志剛獲
選為副理事長。新任理監事就職禮定
於 12月28日在該會第73周年會慶中舉
行。

互選結果如下：理事長李光華，副
理事長李廣林、鍾田、梁華勝、鄭寶和
、王柏源及劉志剛。總務部主任：劉南
琴，副主任：李港生、張敬安；財務部
主任：梁金塘，副主任：李伯勇、嚴正
中；會計部主任：黃勵騰，副主任：黃
翠媚、陳國海；會產部主任：黎樹枝，
副主任：黃良波、鍾煜榮。公關部主任

：呂漢輝，副主任：李豐年、伍燕梅；
教育資訊部主任：袁家樂，副主任：余
壽寧、劉建華；社會部主任：湯偉俠，
副主任：劉永鋒、秦錫南；商業部主任
：伍少玲，副主任：梁嘉文、黃醒林；
衛生環境部主任：楊濟生，副主任：袁
兆英、江志雄；組織部主任：楊智強，
副主任：余劍鋒、張有洪；康體部主任
：黃劍華，副主任：陳植成、古艷玲；
婦女部主任：鄔欣餘，副主任：伍燕珍
、黎瑞華；青年部主任：李弘發，副主
任：林文、張菊明。

另外，今屆監事會首長已於 10 月
18 日選出，由黃熾雄任監事長，副監
事長分別為譚姜美珠、謝英明、陳達科
、李鎮成、何樹坤及戴焯南。

龍總新屆理事下月就職
【本報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日前接待廣東省財

政廳代表團，雙方就兩地經貿事宜交換意見。
廠商會副會長徐炳光主持接待由廣東省財政廳副廳

長歐斌率領的一行四人代表團。歐斌在會上表示，粵省
自十一月一日起成為首批實施營業稅改增值稅（下稱
「營改增」）的試點之一，改革涵蓋交通運輸業和部分

現代服務業等生產性服務業。他續稱，實施 「營改增」
可以避免向企業重複徵稅，有助降低企業的稅務負擔，
達致中央扶持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發展的目標。

徐炳光在會上除介紹該會各項服務，他並表示，
「營改增」改革有利於減輕稅負，加強企業競爭力，所

以總體來說，該會歡迎有關政策的推行。但 「營改增」
在廣東省進行試點推行的時間不長，並且不是涵蓋所有
行業，所以實際效果仍有待觀察。

代表團團員尚包括廣東省財政廳法規稅政處處長胡
建斌、法規稅政處副處長宋俊華等；而廠商會出席接待
者尚包括副會長徐晉暉、會董余德明及蔡少森等。

廠商會接待粵財政廳代表團

出席晚宴的嘉賓尚包括：中聯辦協調部部
長沈沖，中央統戰部三局局長鄭鋼淼，特區政
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政治助理陳岳鵬，中聯辦
協調部副處長黃斌等。

中總第 48 屆會長楊釗致歡迎詞指，中總
成立至今已有112年，是香港歷史最悠久和最

具規模的商會之一，一直秉承愛國愛港的優良
傳統，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致力推動
香港和內地的商貿交流。他稱，中總新一屆會
董會今日在灣仔會展中心舉行就職典禮，新一
屆會董會同仁必定繼續推動香港與內地經濟合
作發展，為大中華地區建造商貿合作平台，促
進香港積極參與東亞地區和國際多方面合作，

積極培養年輕一代，發揮香港 「引進來、走出
去」的中介功能。他希望中央和內地各省市及
特區政府能一如既往的繼續支持、指導中總的
各項工作，讓中總的發展更上一層樓。

安民致詞時表示，中總擁有厚重、自豪的
歷史，有着愛國、奮鬥的優良傳統。他希望中
總秉承光輝歷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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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新貢獻。

出席晚宴中總首長尚包括：常務會董余國
春、黃守正、余鵬春、林廣明、劉宇新、羅富
昌、施展熊、司徒源傑、何志佳、包靜國、王
惠貞、李應生、陳鴻基、吳惠權等。

【本報訊】保良局日前在該局總部
梁王培芳堂舉行 「保良局主辦 『第三屆
全港小學校際辯論賽』記者會」，大會
邀得是次比賽顧問嘉賓包括：立法會議
員田北辰、律政司法律草擬科副法律草
擬專員（雙語草擬及行政）毛錫強、香
港菁英會榮譽主席兼互聯網專業協會會
長洪為民、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黎
耀庭出席記者會，並與出席之參賽同學
分享辯論心得。

保良局主席梁寶珠於致辭時表示：
「本局每年舉辦辯論賽，目的為一眾小

學生提供接觸辯論的平台，讓他們有機
會與不同學校的學生，切磋辯論技巧、
互相交流。比賽得到參賽者、觀賽者，
以致學界一致好評，並已經成為每年一

度的小學學界盛事。我們期望將賽事延
續下去，推廣思辯文化。」

今年有 56 隊參賽隊伍，反應踴躍
，首兩天報名情況已接近目標數目，部
分學校的第二隊需要抽籤決定參賽資格
。大會邀請了所有參賽學校的老師及同
學出席記者會，並由保良局主席梁寶珠
及出席的顧問嘉賓即場抽籤，決定對賽
之學校對伍。比賽將於 12 月 1 日開始
，總決賽定於明年6月初舉行。

保良局主辦 「第三屆全港小學校際
辯論賽」為保良局主辦的首個全港小學
校際辯論比賽，希望培育學生發展個人
潛能，並透過觀摩及切磋來累積經驗，
擴闊視野。

保良辦小學校際辯論賽

【本報訊】記者黃閩報道：香港福建社團
聯會日前在銅鑼灣世貿中心 38 樓設宴，熱情
接待安徽省商務廳廳長方西屏一行訪問團。福
建社團聯會副主席盧溫勝、柯達權、姚加環、
王大治、郭二澈，常務副秘書長劉與量，駐會
副秘書長兼總幹事周珊珊，副秘書長王玉笛、
莊振昌等出席招待活動。賓主雙方強調：閩皖
感情淵源深遠，在新的歷史時期應加強交流合
作，共謀雙贏。

盧溫勝在致詞時首先代表主席林樹哲向客
人表示熱烈歡迎。接着，他介紹了福建社團聯
會自 1997 年創會以來，會員隊伍不斷發展壯

大，現已擁有逾200個團體會員。尤其在林樹
哲主席任期內提出的 「大團結、大包容、大發
展」的綱領目標下，廣泛團結居港110萬會員
鄉親，積極參加社會事務和慈善公益事業，為
香港的繁榮穩定及家鄉海西建設作出自己應有
的貢獻。

他指，安徽地靈人傑，擁有舉世聞名的徽
商、黃山及黃梅戲，居港福建鄉親對安徽有一
份特殊的感情。他並祝安徽在中部崛起的發展
中取得更好的成績。

方西屏表示，前來拜訪主要有三個目的：
一是感謝各位長期以來對安徽支持和信任；二

是希望共同攜手應對國際經濟新形勢；三是希
望福建社團能發揮橋樑作用，幫助安徽走進香
港，並由此邁向國際。他稱，受省政府委派前
來進一步保持緊密關係，並為省長李斌明年4
月來港招商打前哨，亦熱切歡迎大家參加明年
10月的徽商大會。

席間，賓主互贈紀念品，觥籌交錯，暢敘
情誼。安徽省訪問團的成員還包括省商務廳副
廳長楊本清，黃山公司副總經理王春林，省商
務廳局長汪赭明，處長徐滋躍，盧陽區副區長
陸平，合肥市招商局副局長呂戈等。

福建社團宴皖商務廳一行

【本報訊】蜿蜒了五千年的一條涓涓細流
，二○一二年十月初秋的一個傍晚，緩緩地流
進了香港大會堂音樂廳，郭小青──一位中國
民歌的新秀──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學博士，
中國音樂學院民族聲樂項士，香港首位考進中
國音樂學院民族聲樂之香港籍研究生──以清
甜純美圓潤的歌喉，獨唱演唱了十九首華夏不

同地方風味的民歌：陝北的《蘭花花》，陝西
的《五哥放羊》，山西的《送情郎》，湖南、
湖北、江蘇、河南、河北、內蒙、東北、四川
、甘肅和廣東……等等，十九首民歌，除一兩
首外，幾乎清一色的都是情歌。

音樂會由香江藝術團主辦，香港新聲國樂
團協辦及擔任樂隊伴奏，協辦單位還有香港

福建社團聯會、香港菁英會和香港演藝製作
中心。

演唱會除聽眾席滿堂坐滿，一眾嘉賓陣營
更是令人矚目。擔任藝術總監同時又是郭小青
的老師是來自北京的著名聲樂教育家金鐵林，
擔任嘉賓指揮的為中國音樂學院教師曹文工，
另，男高音歌唱家中國音樂學院聲歌系副教授
周強亦親臨舞台伴／獨唱助興，又及，參與獨
唱表演的還有抒情男高音陳民強。

郭小青民歌音樂會大會堂舉行

香港中華總商會昨日假港島香格里拉酒店設宴，歡迎專程蒞港參加中總第
48屆會董就職典禮的全國政協港澳台委員會副主任安民一行。中總會長楊釗
，副會長方文雄、袁武、莊學山、曾智明，榮譽會長陳有慶、霍震寰、林廣兆
、王敏剛、張成雄，名譽會長蔡冠深等出席歡迎。

本報記者 方成

▲▲中總歡迎晚宴上，賓主合影中總歡迎晚宴上，賓主合影 本報記者方成攝本報記者方成攝

▶香港福建社團
聯會熱情接待安
徽省商務廳廳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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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主辦 「第三屆全港小學校際辯論賽」 記者會。眾人主持啟動禮

▲廠商會副會長徐炳光（前排左五）致送紀念品予廣東省財政廳副廳長歐斌（前
排左四）

▲龍總新一屆理事會產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