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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婦女發展基金
在港匯報項目發展
【本報訊】記者方成報道： 「中

國婦女發展基金會慈善項目實施情況
匯報會」日前在灣仔南洋酒店召開。
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理事長黃晴宜一
行7人蒞港出席，她感謝海內外機構
或個人對祖國慈善事業的無私奉獻，
尤對促進內地婦女事業發展發揮重要
作用，並向本港女慈善家就她們所支
持的慈善項目進行匯報。

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廖勛，中國
婦女發展基金會副理事長王少華、秘
書長秦國英，前中聯辦副主任陳鳳英
，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理事龔因心，
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會長鄧楊詠曼，
以及社會各界名人何超瓊、臧健和、
李楊一帆、廖湯慧靄、鄭李錦芬、王
熊秀雲、陳婉玲、龔中心、徐莉、周
轉香、湯振玲等逾 20 名兩地婦女代
表出席了是次會議。

黃晴宜說， 「樂善好施、大愛無
疆」是香港同胞的特點，特別是香港
婦女熱愛祖國、熱愛家鄉，大力支持
內地婦女兒童公益事業發展，20 多

年前一眾姐妹捐巨資，協助建立了專
門培養女子人才的 「中華女子大學」
，且支持基金會的公益品牌項目，這
些廣大的善舉凝聚了香港女性的愛心
，一直延續到今日。

秦國英匯報了中國婦女發展基金
會慈善項目執行情況。她說，全國婦
聯領導下的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是
全國最大的專門服務於婦女和家庭的
公益慈善組織，20 多年來堅持以
「全面提高婦女質素、維護婦女合法

權益、促進婦女及婦女事業發展」為
己任，開創了 「母親水窖」、 「母親
健康快車」、 「母親創業循環」等
60 多個慈善項目。同時，在扶貧助
學、飲水解困、健康援助、助殘救孤
、救災援建等方面配合政府做了大量
拾遺補缺的工作，促進了民生問題的
解決進程。

迄今為止，基金會共收到香港愛
心社團、人士捐贈近1億元（人民幣
），涵蓋科技、衛生、教育、災後重
建、扶貧、婦女就業等領域，遍及祖
國各個山區角落。

金塘人聯誼會新員就職
【本報訊】海外金塘人聯誼會日

前舉行成立五周年暨第三屆理事會就
職禮及晚宴。新任會長林偉祥、名譽
會長方浩然、常務副會長周芝花、夏
台珍、副會長方如根、陳信華、余龍
飛等迎迓嘉賓，到賀賓客有中聯辦和
舟山市歸國華僑聯合會高層、香港舟
山同鄉會、香港定海海外聯合會等社
團代表以及金塘鄉親數百人。

會長林偉祥會上致詞表示，過去
五年，在家鄉各級政府幫助下，在前
任會長方浩然領導和努力下，全體會
員同心同德，秉承創會宗旨，發揚愛
國愛港愛鄉精神，積極團結在港金塘

鄉親，關心家鄉發展和進步，致力溝
通和加強香港與金塘的全面交流，宣
傳家鄉經濟建設，協助家鄉招商引資
，擴大經貿合作，成立愛心基金會，
做了大量工作。他作為繼任人，深知
責任重大，將克盡所能，協同新一屆
理事會同人，繼往開來，把該會打造
成一個家鄉在香港的對外窗口、旅港
金塘鄉親的溫馨之家。

定海區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林偉
康致詞祝賀，對該會過去五年來所做
貢獻表示銘感，期望新一屆理事會繼
續保持 「正氣」、 「朝氣」，共享
「福氣」。

江西九江聯會返鄉考察
【本報訊】以香港江西九江聯會

會長柯孫培為團長的 「香港江西九江
聯會商務考察團」集各界企業家等一
行 50 多人，在得到江西省九江市委
、市政府、市委統戰部高度重視及聯
會成員的大力支持下於日前進行為期
三天的江西九江商務參觀考察活動。
這次商務考察讓聯會成員及海內外企
業家增加對九江投資環境及政策的進
一步了解外，還推薦聯會主要骨幹參
加九江市海外聯誼會，讓大家有更多
交流機會。

有的成員已有 20 多年未返過家
鄉，這次隨團踏足家鄉感慨萬千，家
鄉變化令人目不暇給，生機處處。大
家表示會投資家鄉，使家鄉更加繁榮
昌盛。全團前往瑞昌參觀考察香港理
文集團投資100億元的碼頭、造紙廠
，以及亞東水泥廠等企業。中午由瑞
昌市政府介紹瑞昌市發展前景並宴
請考察團全體人員。下午三點參加
九江市海外聯誼會第四屆二次理事會

。晚上由九江市委、市政府、市委統
戰部宴請與會人員及考察團全體人員
。市政協副主席、市委統戰部部長黃
大明，市政府秘書長王豐鵬，副部長
蔡衛寧、段興發、吳楊柳等領導參加
了宴會。

在市委統戰部安排下，香港江西
九江聯會商務參觀考察團一行人員並
到廬山景區遊覽，飽覽廬山美麗的景
色。中午獲廬山區統戰部宴請。下午
參觀由該會會長柯孫培、榮譽會長謝
燕川創辦的香港小金星國際教育集團
屬下企業九江潯陽區小金星國際幼兒
園。

之後，全體團員啟程到都昌市參
觀工業園區，了解都昌的經濟發展和
建設前景；並參觀文體中心、濱湖廣
場、都昌第一中學以及潘湖國際珠貝
城等。全體人員亦到該會榮譽會長丁
清河創辦的佳號紡織廠，以及八里湖
開發區（九江城市展示館）參觀。

當晚，高朋滿座，冠蓋雲集
。中聯辦副主任林武、原副主任
周俊明，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洪
小勇，貴州茅台集團董事長袁仁
國、名譽董事長季克良，中聯辦
警聯部部長謝小青、協調部副部
長郭亨斌、宣傳文體部副部長劉
漢祺、辦公廳主任陳林，澳門中
聯辦協調部巡視員許潮生，香港
中華總商會副會長曾智明，大中
華集團董事局主席黃世在，香港
廠商會會長施榮懷，深圳市政協
副主席姚欣耀、政協秘書長程科
偉、政協辦公室主任毛曉碚等出
席了晚宴。

政商名人高官出席
監事長楊孫西致辭時感謝大

家多年來對香港茅台會的支持。
他說，11年前，一批香港工商專

業界的朋友，帶着 「扶貧」的心
願參訪貴州，不經意來到茅台，
品嘗到了天化地釀的名酒，並成
立了香港國酒茅台之友協會，努
力協助把國酒茅台推向海內外。
他指，茅台酒大氣、包容，體現
了中國人的時代精神，是晚佳朋
好友聚首一堂，暢飲 「藍茅」，
細品瓊漿玉液，共商進一步推動
香港和泛珠三角緊密合作之大計
，以國酒文化帶動我國社會主義
文化事業的發展。

品研國酒 傳承文化
貴州茅台集團董事長、香港

茅台會常務顧問袁仁國致辭時表
示，香港茅台會本着 「品研國酒
、傳承文化、弘揚國粹、振興中
華」的宗旨，自成立以來，在各
界的大力支持和關懷下，在該會

首長和全體同仁的努力下，積極
開展各項活動，在傳承傳統文化
，光大民族品牌，弘揚國酒精粹
，彰顯名牌魅力，提高茅台形象
，廣交天下朋友等方面取得顯著
的成績。香港回歸十五年來，喝
茅台酒的人多了，說普通話的人多
了，這正是該會工作的成果體現
。貴州茅台集團將與香港茅台會
攜手並肩，共同為傳承、弘揚中華

優秀傳統文化續做努力和貢獻。
香港茅台會總監施子清帶領

全場致祝酒辭。出席晚宴的該會
首長還包括：副會長岑永生，名
譽會長姚志勝、王亞南、甘源、
高敬德、張心瑜、黃光苗、楊祥
波、熊漢生、蔡炯明、計魏鳳英
、文錦歡、朱永強、賀鎔，顧問
王國良、施少文、王國華、雲大
棉等。

廣東社團賀獲勳會員

【本報訊】記者黃閩報道：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日前假中環大
會堂美心皇宮舉行慶賀聯歡宴會
，向2012年榮獲特區政府授勳、
委任為太平紳士及榮任第五屆立
法會議員的會員表示慶賀。出席
活動的該會主要首長包括主席王
國強，副主席林光如、李歡、楊
志紅、吳惠權、王賜豪、霍震宇
、吳哲歆、方文雄、廖漢輝、鍾
偉平等，逾 400 位團體會員及會
董成員歡聚一堂，共申慶賀，氣
氛輕鬆愉快。

王國強在致詞時指，2012 年
即將過去，藉此良機，回顧過去
，展望未來。11月中共18大的勝
利召開，是中國改革開放，實現
民族復興道路上的一個重要里程
碑，描繪了國家未來發展的藍圖
，亦為香港帶來了更廣闊的發展
空間。香港社會各界應好好把握
機會，加快自身發展，進一步發
揮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獨特
優勢。他並指，今年共有21位會
員榮獲大紫荊勳章、金紫荊勳章
、銀紫荊勳章、銅紫荊勳章、榮
譽勳章、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等，以及有17位會員獲選為立法
會議員，這是38位會員的光榮，
亦是該會的榮耀，說明了大家長
期的付出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同
和肯定。他希望會員們齊心合力
，凝聚鄉親，為國為港作出新貢
獻。

鍾沛林、陳恒鑌分別代表獲
勳及獲選立法會會員致詞，他們
均表示，感謝大家的支持，廣東
社團總會是最有影響力的社團組
織，為團結鄉親及香港的繁榮穩
定作出巨大的貢獻。各界的肯定
和認同是今後工作的動力，未來
一定秉承該會的創會宗旨，為社
會繼續作出貢獻。

當天早些時候，該會舉行
2012 年度會員大會，王國強作了
會務工作報告，他在舉辦大型慶
祝活動促進社會和諧安定；積極
參與社會事務支持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熱心支持公益慈善事業；加
強與各界的交流和聯繫；各委員會

積極開展工作；會務穩健發展等六
個方面作了詳盡的總結，冀以在
新的一年發揚廣東精神，同心同
德，為粵港的共同發展、為中華
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榮獲香港特區政府授勳及委
任為太平紳士的香港廣東社團總
會成員包括：永遠榮譽會長呂志
和榮獲大紫荊勳章，榮譽會長劉
兆佳、義務法律顧問鍾沛林榮獲
金紫荊星章；榮譽會長林大輝榮
獲銀紫荊星章；永遠名譽會長高
佩璇，永遠名譽會董陳捷貴、陳
榮濂，會員林赤有、葉振都榮獲
銅紫荊星章；副會長梁麟、蘇仲
平，會員梁昇獲榮譽勳章；永遠

名譽會董孫日孝、會員呂東孩獲
頒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榮譽
會長李秀恒、陳新滋，會長孫少
文、陳紅天，副主席鄧祐才，副
會長李鋈麟、彭曉明獲委任為太
平紳士。

榮任香港特區第五屆立法會
議員的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成員包
括：該會榮譽贊助人曾鈺成、劉
皇發，榮譽會長林大輝、林健鋒
、梁君彥、葉劉淑儀、譚耀宗，
名譽會長陳婉嫻、陳鑑林，會董
鍾樹根，名譽法律顧問廖長江，
永遠名譽會董蔣麗芸，會員李慧
琼、馬逢國、陳恒鑌、馮檢基、
葉國謙等。

喜迎成立11周年的香港國酒茅台之友協會（簡稱香
港茅台會）日前與貴州茅台集團假深圳大中華喜來登酒店
，聯合舉辦 「國酒茅台鵬城之夜」 盛大周年慶祝晚宴。全
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該會會長計佑銘，全國
政協常委、該會監事長楊孫西，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
會副主任、該會總監施子清熱情迎迓來賓，與城中知名人
士、社會各界好友逾400人歡聚一堂，把酒言歡，共話國
酒文化，弘揚國粹。

本報記者 方 成

▲ 「國酒茅台鵬城之夜」 盛大周年慶祝晚宴上，賓主舉杯祝酒 本報記者方成攝

▲香港國酒茅台之友協會監事長楊孫西致辭 本報記者方成攝

▲參加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慶賀宴會的主要成員合影 本報記者黃閩攝

◀王國強（左四
）頒發紀念品予
受勳會員
本報記者黃閩

▲香港江西九江聯會組團赴江西參觀訪問

▲左起：湯振玲、廖勛、廖湯慧靄、黃晴宜、何超瓊、王少華、秦國英
在匯報會上合影 本報記者方成攝

◀海外金
塘人聯誼
會第三屆
理事會與
主禮嘉賓
合照

計佑銘楊孫西施子清等歡聚一堂
茅台之友11周年慶深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