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譚天星與港僑界傑青座談
國務院僑辦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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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聯會尋找客家文化遊

參加座談會的有海外留學回香港繼承父輩
事業、或到內地創業的僑界第二代、第三代青
年；有內地到海外留學或來香港讀大學，畢業
後在香港就業、創業的青年。他們具有海外留
學或在內地高等學院的高等學歷，在香港、內
地從事各行各業。座談會上，有 20 多位青年
發言，感謝國務院僑辦對香港僑青的關愛，組
織各項適合青年的活動，增加僑青對國情的了
解、對中華文化的認識，提升身為中國人的自

豪感；同時也分別就國家經濟騰飛形勢下僑界
青年如何抓住機遇，進行創業，回饋社會以及
加強內地與香港青年的交流、合作等話題，暢
所欲言，各抒己見，氣氛熱烈。

互動交流 暢所欲言
譚天星表示，很高興在香港與僑青代表懇

談，聽了這麼多青年做了精彩的發言，提了很
多建議，很感動。他讚揚僑界青年對祖國的熱

愛，對中華文化的熱愛，對國家、香港未來，
對中華民族振興有遠大抱負。他說，國務院僑
辦對華僑華人青年的工作非常重視，立足海外
實際，通過組織世界華裔傑出青年華夏行、港
澳僑界傑青研習班等各種途徑，加深他們對中
華文明文化，對祖國內地發展，對國家基本國
情，對內地與香港的政策等的認識和了解；並
鼓勵僑界新一代參與國家經濟建設。通過這些
途徑和有關的政策，希望讓僑界青年在參與國
家經濟建設中發展自己的事業，實現自己的價
值。

譚天星說，中華民族有燦爛悠久的歷史，
中華民族振興的偉大目標，寄託在香港的青年
朋友、僑界青年朋友身上。希望僑界青年與各
界朋友加強聯繫，對未來更有擔當，與國家一
起共享發展的機遇，共享作為中國人的尊嚴和
榮耀。

【本報訊】11 月 27 日，香港潮
州商會於會所大禮堂舉行了第二場
「團結建港」座談會，邀請公務員事

務局局長鄧國威到會，與會董及同仁
分享率領香港龐大公務員隊伍服務市
民的心得體會，同時解答商會首長和
會董的提問，積極擔當政府和市民溝
通的橋樑。

鄧國威詳細介紹了公務員事務局
的服務和運作情況。他指出，香港的
公務員隊伍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骨幹
，對香港的有效管治和安定繁榮作出
了貢獻；香港公務員隊伍在亞洲區內
是一支優秀而且高度廉潔的隊伍，向
來奉行誠實可信、辦事高效、克盡職
守、不偏不倚的優良傳統作風，同時
力求與時並進，追求更高的服務水
準。

潮州商會會長周振基感謝鄧國威
百忙之中撥冗蒞會，為該會介紹公務
員事務局的人事架構和運作情況。公
務員事務局作為直接服務市民的團體
，特別是前線公務員，對市民的影響
明顯易見。與會同仁對了解公務員的
架構和運作興趣甚高，大家熱烈發言
，副會長張成雄、胡劍江、陳智文，
常務會董陳捷貴、唐大威，會董林赤
有等圍繞着如何提拔優秀公務員、向

市民提供更優質服務、增強市民對政
府好感和信任等問題提問。鄧國威認
真地聽取了問題，並作了詳細的解答
，他表示，為了提高公務員質素，局
方通過教育和執行規則，營造有利的
工作環境，實施最高成效的人力資源
管理，獎賞和鼓勵進取和上進的公務
員等措施，讓公務員有足夠權責行事
並發揮所長，同時對工作產生歸屬感
，從而自覺地提升服務市民的信心。

香港潮州商會第 48 屆會董會推
出 「團結建港」系列座談會，第一場
座談會邀請特首梁振英任嘉賓，在社
會引起極大反響，被視為走向百年光
輝歷程的商會革舊鼎新，緊隨時代脈
搏的重要創舉。

出席座談會的有：陳有慶、劉奇
喆、唐學元、蔡衍濤、黃順源、林輝
耀、周卓如、馬僑生、陳振彬、吳哲
歆、黃進達、葉振南、蔡少洲、周博
軒、蕭成財、吳少溥、高明東、陳蕙
婷、馬清楠、林鎮洪、蕭楚基、陳偉
泉、章曼琪、陳愛菁、陳德寧、林世
豪、邱子成、馬照祥、胡楚南、林宣
中、柯成睦、魏偉明、陳厚寶、陳森
利、劉文文、羅少雄、許平川、陳生
好、林大輝、張詩培、蔡少偉、吳宏
斌、林建岳、陳澤華、黃仰芳等。

【本報訊】記者黃閩報道：日前，廈門
六中香港校友會在北角富臨皇宮隆重舉行成
立大會暨首屆理事就職典禮。蒞臨主禮的包
括有中聯辦協調部高級助理李新樂，廈門市
委統戰部副部長蔡林娜，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榮譽主席林廣兆，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常務副
會長陳金烈，香港廈門聯誼總會理事長李仲
樹，福建省廈門第六中學書記宋林平及校長
劉衛平等。在全場逾三百位會員校友及各界
友好的見證下，首屆會長陳志煒、理事長陳
玉玲率領理事會全體同仁正式就職。

大會在莊嚴的國歌聲中拉開序幕。陳志
煒在致辭時指，該會的成立就是要構建港廈
兩地校友們一個共同的家，致力於加強兩地
校友才俊的聯絡，促進兩地校友間資訊交流
，擴大聯誼交往，團結互助，報效社會及母
校。他承諾上任後，將與校友會全體同仁一
道，同心同德，精勤求進，發揚 「愛國、愛
港、愛校」的精神，竭力帶領校友們拓展會

務，開展活動，積極參與福建社團聯會及廈
門聯誼總會舉辦的活動，為香港的繁榮穩定
、為海峽兩岸的和平發展貢獻一分力量。

陳玉玲亦在致辭時表示，作為愛國愛港
的組織，一定會義無反顧地擁護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大家將發揚於母校求學及來港安家
時的活力和拚搏精神，和衷共濟，攜手並肩
，共創輝煌。主禮嘉賓蔡林娜、林廣兆、劉
衛平一致讚揚六中居港校友是社會的精英，
成就斐然，為社會及母校作出了積極的努力
。期望該會在陳志煒、陳玉玲等帶領下，凝
聚校友，發揚福建精神，為國為港為母校繼
續作出貢獻。

廈門六中香港校友會首屆理事會主要成
員包括：會長陳志煒；副會長陳坤輝、陳彩
華、吳雯、王坤綺、蔡佩珍；理事長陳玉玲
；副理事長李偉杰、吳繩都、陳雅珍、蔡麗
寧、陳琥珀、吳夏青、朱韻卿；秘書長吳美
娜；副秘書長施華山、黃萌蘭、周達芬等。

潮州商會舉辦座談會
鄧國威主講團結建港

【本報訊】十一月份秋高氣爽，香港梅州聯會由會
長余鵬春率領會員鄉親，舉行了一年一度的秋季拜祭先
友及本港一天遊活動。今年香港梅州聯會前往鑽石山華
人永遠墳場拜祭原香港義安公社先友、遊覽 「馬騮山」
和參觀訪問沙頭角邊境禁區──客家圍民居。

上午9時，眾會友乘坐旅遊巴士到達鑽石山華人永
遠墳場，會長余鵬春代表香港梅州聯會同仁，手持鮮花
與全體團友在先人墳前進行三鞠躬禮，願保佑眾人事事
順利，身體安康，家庭幸福，禮畢大家前往金山郊野公
園觀賞獼猴群。

金山郊野公園，沿途風景旖旎怡人，以猴子聚居聞
名，所以又名為 「馬騮山」，獼猴群居覓食，姿態活潑
可愛，令人感受到繁囂都市的另一面貌。

下午眾人乘車前往沙頭角邊境禁區 「長山古寺」，
此為一客家村落的寺廟，建於清代，供奉佛祖、觀音及
地藏王，獲列為法定古蹟；然後參觀和訪問客家圍民居
，品嘗當地的客家美食，西式小樓房，山野裡，草木青
葱、鳥語蝶飛，景致撩人。村長表示，他們的上代是在
400年前從江西遷徙來的。沙頭角橫跨香港和深圳邊界
，1898 年英國租借新界時，以沙頭角作分界，從此劃
分邊境禁區，現已部分解禁。

參加活動的該會首長有李乃英、刁森發、劉小粦、

羅坤華等及會員、家屬共 40 多人。余鵬春有感而發地
說： 「香港有這麼多我們客家人的村落，我們要經常組
織大家考察、訪問、了解各客家村落的人情風俗、文化
和美食等，為進一步弘揚和推廣客家精神作出貢獻。」

廈門六中香港校友會成立
會長陳志煒 理事長陳玉玲

【本報訊】國務院僑辦副主任譚天星、國外司（港澳台司）處長劉紅梅等
一行，11月25日出席由香港僑界社團聯會主辦的 「國務院僑辦譚天星副主任
一行與香港僑界傑青見面座談會」 。座談會假灣仔皇朝會舉行。該會會長余國
春，副會長王欽賢，秘書長黃楚基，副秘書長李麗娟、程燕，副司庫陳光明，
青年委員會主任梁志明，副主任、青委委員、該會屬會團體青委代表以及參加
歷屆港澳僑界傑青研習班、世界華裔傑出青年華夏行等活動的青年等約70人
應邀出席。

【本報訊】12 月 19 日將舉行港
區第 12 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產生
36 名香港的全國人大代表。香港潮
州商會積極支持愛國愛港人士參選全
國人大代表，日前在該會大禮堂舉辦
港區人大代表參選人介紹會，包括部
分潮籍鄉親在內的 16 位參選人蒞會
，與該會首長及會董見面，暢談參選
政綱及參選理念，並聽取各方面意見
。大家表示，參選全國人大代表，可
以更好地監察落實 「一國兩制」在香
港的正確實施，積極推動香港與內地
的政治、經濟發展，思考和研究香港
如何跟進國家經濟的持續發展，加快
香港的經濟發展步伐。

會長周振基主持了介紹會，他對
多位選委及 16 位蒞會推介政綱的參
選人表示熱烈歡迎，認為不論潮籍鄉
親還是其他族群人士，只要大家本着
為香港好，為國家好的心願，香港潮
州商會都會積極支持，並希望他們順
利高票當選。各位參選人紛紛發表參
選政綱，展示自己的參選心願，展示
了為推動香港與國家的融合出謀獻策
，積極擔當市民與政府之間的橋樑，
收集民意，及時向中央反映的心願。

出席該會人大代表參選人介紹會
的有：南旋集團主席王庭聰、保安局
前局長李少光、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
副總裁李引泉、杜偉強律師事務所東
主杜偉強、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
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九龍社團
聯會會長陳振彬、香港潮州商會榮譽
顧問劉柔芬、中華出入口商會張明敏
、中聯辦社工部部長張鐵夫、胡關李
羅律師樓事務所高級合夥人馬豪輝、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前會長黃友嘉、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蔡毅、大學
副教授劉佩瓊、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
司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顏寶鈴、方順
昌集團公司董事長兼行政總裁姚祖
輝。

出席介紹會的選舉委員有：方平
、吳熹安、柯創盛、徐林倩麗、馬清
煜、馬墉宜、張成雄、林建岳、林大
輝、劉柔芬、許章榮、許照中、唐大
威、范徐麗泰、陳振彬、陳財喜、陳
捷貴、陳智文、陳愛菁、黃進達、黃
友嘉、劉奇喆、蔡思聰、蔡衍濤、鄭
泳舜、鄭俊平、李引泉、李少光、顏
寶鈴、馬豪輝、杜偉強、張明敏、劉
佩瓊等，以及會董、會員100多人。

潮州商會辦人代介紹會

國務院僑辦副主任譚天星（前排左五）等和與會者一起合影國務院僑辦副主任譚天星（前排左五）等和與會者一起合影

▲香港廈門聯誼總會理事長李仲樹（中）為會長
陳志煒（左）、理事長陳玉玲頒發證書

本報記者黃閩攝
▼廈門六中香港校友會成立暨首屆理事就職典禮
，主席台上賓主合影 本報記者黃閩攝

▼全體團友在 「長山古寺
」 前合影

▲ 「團結建港」 座談
會上，鄧國威（前排
左七）與潮州商會首
長、會董會員合影

◀座談會由周振基
（右）主持，鄧國威
（左）任嘉賓

▲潮州商會首長、會董會員與16位港區人大代表參選人合影

【本報記者潘納新廣州電】記者日
前在廣州外商投資企業商會 2012 年年
會上獲悉，廣州已經成為外商投資的戰
略高地，全市外商投資企業已超過1萬
家，累計實際利用外資超過500億美元
，外商投資企業的工業增加值約佔全市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七成，進出口額
約佔全市進出口總額的六成。

廣州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陳明德
在參加年會暨 「攜手前行創未來」宴會
時表示，外商投資企業在促進經濟繁榮
、擴大勞動就業、保持社會穩定等方面
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希望廣大外資投資
企業扎根廣州，積極投資重點基礎設施

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建立健全決策、
投資、營銷、物流、財務等總部功能機
構。希望廣州外商投資企業商會進一步
發揮商會職能作用，更好地引導、團結
、服務外商投資企業健康發展。

在當天舉行的年會上，全國政協委
員、金利來集團副主席兼行政總裁、廣
州外商投資企業商會會長曾智明致辭稱
，過去一年來，商會致力加強與政府職
能部門的溝通、協調，在外資企業工商
登記、增資報批、勞動用工、解決勞資
糾紛，進出口貨物通關、檢驗，稅務申
報，投資優惠政策諮詢等方面，積極為
會員解難題、辦實事。

外企商會引導企業健康發展
穗外企逾萬家引資500億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