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至立出席港婦女研討會
曾俊華郭莉張建宗等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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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港區人大代表選舉於
12月19日已順利產生，陳智思、陳振
彬、林順潮三位潮籍人士順利當選，
為潮籍鄉親之莫大光榮。

早前，香港潮州商會第二次舉辦
港區人大代表參選人介紹會，邀請包
括部分潮籍鄉親在內的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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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可以更好地監察落實 「一國兩制
」在香港的正確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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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州商會會長周振基主持了介紹
會，他對多位選委及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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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大
家都是本為香港好，為國家好的願
望，香港潮州商會都積極支持，並希
望他們順利高票當選。各位參選人紛
紛展示自己的參選心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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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是次介紹會的參選人有（以

姓氏筆畫排列）：王敏剛、史美倫、
杜偉強、李國興、吳秋北、吳亮、佘
繼標、林順潮、胡曉明、馬逢國、馬
豪輝、姚祖輝、陳勇、陳振彬、陳德
寧、區嘯翔、馮玖、梁海明、張明敏
、張俊勇、黃玉山、葉國謙、楊耀忠
、雷添良、廖長江、蔡素玉、劉柔芬
、劉健儀、霍震寰、顏寶鈴、羅范椒
芬、譚惠珠。

出席介紹會的有：張成雄、胡劍
江、陳有慶、蔡衍濤、羅康瑞、林輝
耀、歐陽成潮、陳蕙婷、黃順源、馬
僑生、唐大威、周博軒、馬清楠、蕭
楚基、陳偉泉、章曼琪、陳愛菁、林
世豪、邱子成、馬照祥、柯成睦、魏
偉明、陳森利、黃華燊、陳生好、趙
錦章、吳茂松、張少鵬、張敬慧、蔡
少偉、丁志威、余秋偉、李志強、佘
英輝、紀英達、許慶得、陳澤華、廖
坤城、蔡敏思、鄭敬凱、鄭毓和、姚
逸華、劉美珍、賴冠霖、陳裕德等，
以及會董會員100多人。

潮州商會辦人代參選人介紹會

【本報訊】尖沙咀重慶大廈業主
立案法團周年聯歡晚會，於日前在尖
沙咀海員俱樂部舉行，該會主席林惠
龍表示，重慶大廈眾業主齊心合力，
繼續為尖沙咀地標之一─重慶大廈
，創建和諧社區和各族裔的團結互惠
，共創 「全球一體化」而共同努力。

出席主禮的嘉賓有：中聯辦九龍
工作部處長沈丁明、尖沙咀消防局局
長姜榮昌、油尖旺民政事務處高級聯
絡主任馮國良、尖沙咀區議員關秀玲
、尖沙咀警署謝志鈞。

林惠龍致辭強調，擁有五十一年
歷史的重慶大廈，集全球一百二十多
個國家的不同國籍、不同種族的市民
，在重慶大廈生活、做生意和經營各
種不同業務，成為九龍尖沙咀區地標
之一。彼此能夠共諧共融，實在有賴
全體業主立案法團委員的長期努力，
付出的心血和汗水。重慶大廈於二○
○七年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為 「亞
洲最能體現全球一體化」的例子。事
實上，大廈的管理、維修和治安等等
都走向專業化，務使各個單位和居民
，以及往來顧客都能感受到安居樂業

、互助互愛的精神。
她續說，近十多年來，海外和香

港包括電視、電台和報章等不同媒體
，都關注和報道重慶大廈的發展和改
善，不少還製作特輯。業主立案法團
期望今後繼續以 「廉潔、團結、務實
和創新」的精神，使重慶大廈從形象
到實質都更上一層樓。

沈丁明盛讚重慶大廈業主立案法
團委員，長期服務各業主和坊眾，使
之成為全球一體化的典範，是社區和
諧的成功例子。他並以中共十八大胡
錦濤總書記談及香港應繼續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循序漸進發展民主，及
和衷共濟的精神，保持香港的繁榮穩
定。共享中國人的榮耀與尊嚴。

聯歡會上，林惠龍與一眾副主席
向多家傳媒代表致送重慶大廈五十周
年紀念刊物。晚會美食包括土耳其卡
巴卷、非洲辣雞、巴基斯坦和印度咖
喱等，以國際美食饗客，與會二百多
名各界友好和社區領袖交談甚歡。出
席晚會的還有該會副主席：陳乾坤、
紀英達、杜志生及蔡再強等。

【本報訊】香港李氏宗親會每年均
召開會員同仁大會暨秋季旅遊，日前組
織逾200會員暢遊沙頭角農莊一日遊，活
動旨在聯絡親情，促進社會和諧家庭溫
馨，推動敬老揚孝，發輝互助互愛，守
望相助精神，傳承李氏優良傳統。

是次活動由香港李氏宗親會監事會
主席李國柱、董事會副主席李煥霞率團
。當日會員反應熱烈，盡情遊覽生態農
莊及享用豐富午宴。午宴席上眾宗親雀

躍品嘗特色客家盆菜，談笑聲、喧嘩聲
，響徹了整個沙頭角。

近黃昏回程中，眾會員參加了會員
大會及晚宴。大會由香港李氏宗親會主
席李鋈麟主持，大會上通過了會務報告
、財務報告、聘請會計師等。2012年4月
1日正式接任新一屆董事會主席李鋈麟，
年富力強，身心力行，積極推行社會公
益慈善事業，領導會務發展，帶領李氏
大家庭邁向新世紀。

【本報訊】記者方成報道：香港
文化教育交流協進會日前在尖沙咀百
樂門舉行 「聖誕新年聯歡餐舞會」，
協進會執行會長、全國政協委員朱蓮
芬，主席丁健華，以及副會長、全國
政協委員江胡葆琳，聯同逾300位會
員與嘉賓歡聚一堂，載歌載舞，舞會
充滿輕鬆、愉快、溫馨的氣氛，喜迎
聖誕節和新年的來臨。

朱蓮芬致詞時表示，今晚餐舞會
就像是一次很溫馨的 「家宴」，因為
這是香港文化教育交流協進會今年成
立後的第一次會員聯歡。香港文化教
育交流協進會不久前在灣仔會展中心

隆重舉行成立典禮，團結凝聚大批愛
國愛港、熱愛文化教育的工商、文化
教育界及專業人士，拓展交流，促進
聯誼，擴闊視野，弘揚中華優秀文化
，同心合力構建和諧社會，為振興中
華貢獻力量。她希望讓文化界、教育
界、藝術界的人士通過今晚的歌舞歡
聚來迎接首個聖誕和新年佳節。

朱蓮芬偕同該會副主席、著名歌
唱家鄭穎芬以及江胡葆琳等首長帶領
大家獻唱《同一首歌》和《愛我中華》
等經典名曲，把歡樂氣氛推向高潮。
接，會員及嘉賓們紛紛上台齊跳交
誼舞、探戈及流行勁舞，氣氛熱烈。

李氏宗親會沙頭角一日遊

重慶大廈業主立案法團聯歡

文化教育交流協進會
迎聖誕新年餐舞聯歡

婦女事務委員會昨日舉行以 「凝聚婦女智
慧 邁向美好未來」為題的研討會，全國人大
常委會副委員長、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主席陳
至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署理行政長官曾俊華，
中聯辦副主任郭莉、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主
題團副主席Ana Marie L.Hernando及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張建宗等出席開幕禮。

女性參政公務員人數增
曾俊華在致辭時表示，婦女全面參與有利

於社會和經濟發展。他指出，在2011至12學年
，香港有超過五成的女生就讀於大學教育資助
委員會資助的高等教育課程，多於男生。而勞
動市場方面，女性參與公共事務的實際人數日
漸上升。女性參與政府諮詢及法定組織的比率

及女性首長級公務員人數都持續增加，他認為
，本港兩性差異正逐步收窄，政府及各界婦女
團體工作日見成效。他表示，在婦委會的協助
下，政府會繼續以務實的態度加強婦女方面的
工作，整合及調整各項婦女相關政策和措施，
並在社會的監察下營造有利婦女身心健康發展
的環境，使香港不同階層的女性盡展所長，發
揮智慧，為個人、家庭，以至整個社會帶來裨
益。

女精英撐起香港半邊天
陳至立致辭時指出，新出爐的港區人大代

表中，有九位女性，佔總人數的25%，超過全
國的21.3%。她還介紹，近期在北京舉行了第
九屆中國青年女科學家頒獎，十位獲獎者中，

有一位是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研究唐氏綜合症的
趙慧君教授。她說，香港女性勤勞、善良、堅
韌、頑強，為社會的繁榮穩定作出巨大貢獻。

她說， 「在政界，一批女傑精英撐起香港
半邊天；在商界，香港女性在全球經濟風雲變
換中，顯示出過人的膽識和遠見，取得不同尋
常的業績，在各個專業領域、社會服務領域
……為香港社會的和諧發展，為祖國內地的民
生進步都作出積極貢獻。」她強調，香港婦女
協會自成立以來，在消除對婦女的歧視、凝聚
婦女力量等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實踐。她認
為，香港在提高婦女社會地位、促進婦女事業
發展方面為內地提供了範例，她希望與香港婦
女團體一起分享經驗，凝聚婦女智慧，合力邁
向美好未來。

陳至立亦表示，香港回歸15年來，在中央
政府和內地的大力支持下，特區政府認真實施
「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港人愛國愛

港、和舟共濟、砥礪奮鬥，鞏固提升了香港國
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是全球最開
放的經濟體和最具有發展活力的地區之一，城
市綜合競爭力亦名列前茅。

婦女事務委員會成立於2001年，已舉辦多
次大型的研討會，致力促進婦女權益和福祉。

港區婦聯歡迎陳至立主席

署理行政長官曾俊華表示，本港女性接受教育及參與勞動市場的人數大幅
上升，女性全面參與有利社會和經濟發展。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華全
國婦女聯合會主席陳至立讚揚本港女性為社會繁榮穩定作出的巨大貢獻，在提
高婦女社會地位、促進婦女事業發展方面為內地提供了範例，冀兩地增加交流
，分享經驗。

本報記者 張 媞

【本報訊】記者方成報道：港區婦聯代表
聯誼會19日假銅鑼灣富豪酒店舉行聯歡晚會，
歡迎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婦聯主席陳至立
蒞港。中聯辦副主任、該會榮譽會長郭莉，特
首夫人梁唐青儀，全國婦聯副主席、書記處書
記陳秀榕，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姜
瑜出席主禮，與該會會長鄧楊詠曼，副會長王
楊志紅、彭徐美雲、王惠貞、阮曾媛琪、周莉
莉、葉順興、廖湯慧靄、顏寶鈴等姐妹們歡聚
一堂，共敘姐妹情誼。

聯歡晚會冠蓋雲集
會上冠蓋雲集，中聯辦協調部部長沈沖、

副部長廖勛，全國婦聯組織聯絡部部長張黎明
，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常務副主
任蘇鳳傑，深圳市婦聯主席蔡立，廣州市婦聯
主席蘇佩，港區婦聯首屆會長王少華、榮譽顧
問丁毓珠、唐尤淑圻、費斐、孫方中、譚茀蕓
等亦出席了晚會。

鄧楊詠曼致歡迎詞，今年7月，港區婦聯
舉辦了北京．吉林考察交流團，邀得郭莉副主
任擔任名譽團長。交流團抵京的首日晚受到了
陳至立主席百忙中抽空親切接見和熱情宴請，
深表謝意。

她續說，今年4月第二屆理事會正式上任
。新一屆的理事牢記使命，承前啟後，團結協
作，短短半年多來，已組織、舉辦了多項活動
，使該會成為一個有特色、有活力、有凝聚力
、有影響力的團體，更好地服務香港社會和婦
女事務，加強與各地婦聯的交流溝通，充分發
揮好內地和香港之間交流與合作的良好橋樑和
溝通紐帶，促進祖國和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老朋友相見格外興奮
陳至立致詞時表示，盛夏7月的北京一別

後，再次與姐妹們相聚在東方明珠香港，新老
朋友相見，格外高興，相信姐妹之間的友誼越
來越深、越來越濃。

陳至立讚揚港區婦聯是一個層次高、平台
好、領域寬廣的民間社團，由全國及25個省、
市、區的近300名港區婦聯執委、特邀代表組
成，匯聚了香港商界、金融、法律、教育、醫
療衛生等各界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女性精英，
是婦聯組織在香港的骨幹力量。該會自成立以
來，在積極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促進性別
平等，維護婦女權益，促進婦女發展，關愛弱
勢群體，熱心公益事業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貢
獻。在新的一年來臨之際，希望姐妹們攜手共
進，創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郭莉致詞時表示，在不同的場合中見到姐
妹們，都分外親切，這是多年來交流合作中培
養的情感，在心裡很是溫暖。她說，女士做起
事情來特別投入，投入體力、精力和感情，這
是婦女的一大優點，她希望港區婦聯繼續發揚
愛國愛港的優良傳統，發揮應有的作用，真心
愛護我們的家園─香港，共同把我們的家園
建設得越來越美好。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主席陳至立（左四）、署理行政長官曾俊華（右四）、中聯辦副主任郭莉（右三）等
出席香港婦女事務委員會舉辦的研討會 本報記者 張媞攝

▲潮州商會首長、會董與參選代表大合照

▲聖誕新年聯歡餐舞會上，賓主共同主持剪綵儀式 本報記者方成攝

▲左起：蔡再強、謝志鈞、關秀玲、陳乾坤、沈丁明、林惠龍、姜榮昌
、紀英達、馮國良及杜志生於晚會合影

▲香港李氏宗親會秋季旅遊活動日，眾會員於沙頭角
農莊前合影

郭莉梁唐青儀陳秀榕姜瑜等熱情接待

▲聯歡晚會上姐妹們歡聚一堂，於台前合影留念 本報記者方成攝

▲.陳至立（右二）致送紀念品予港區婦聯
，鄧楊詠曼（左）代表接受，（左二）為
郭莉，右為王少華 本報記者方成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