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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著名徠卡相機大中華區總代理興

華拓展為紀念徠卡品牌成立99周年，並標

誌傳奇的M9系列相機推出最後99部，特別

呈獻 「徠卡99周年尊尚優惠」 。

由即日起，客戶現凡於香港及澳門徠

卡專賣店或徠卡精品店購買徠卡M9或M9-P

型號，即可享港幣$9,999現金優惠，用作

購買徠卡M系列鏡頭之用；此外，更可免

費獲贈徠卡99周年紀念相片圖鑑乙本，鑑

賞過去近一個世紀全球攝影大師的珍貴作

品。

自1954年開始，徠卡M系列一直代表

精準、獨樹一幟的攝影專業，完美糅合高

質影像與拍攝者意念的攝影風格。當中M9-P

與M9秉承徠卡一貫的古典外形設計及超卓

工藝技術，並注入嶄新元素，全面滿足專

業攝影師渴望擁有一部輕便、精緻、堅固

，同時具備品牌優良傳統的相機，堪稱造

機工藝的巔峰之作。

徠卡M9是史上第一部搭載35mm全片

幅感光元件的數碼連動測距式相機，配備

1,800萬像素全片幅16 bit CCD感光元件。

明亮的觀景器更可隨時手動顯示一對代表

不同鏡頭焦距的亮線框，方便用作構圖比

較。徠卡M9與M9-P因此被譽為相機界經典

型號之一。

「徠卡99周年尊尚優惠」 推廣期至2013

年1月31日，歡迎蒞臨香港及澳門徠卡專賣

店（Leica Store）及徠卡精品店（Leica

Boutique）參觀選購，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興華拓展查詢熱線：（852）3650 0668

「中國羅非魚之都」 廣東茂

名市茂南區日前舉行 「幸福茂南

」 主題活動暨首屆羅非魚旅遊文

化節，來自香港、澳門、北京、

上海、昆明、廣州以及著名高等

院校、研究機構的各級領導、商

界名流、社會精英、專家教授以

及鄉賢代表等800多人參加盛會，

為當地經濟發展獻計獻策，也為

茂南的招商引資牽線搭橋。

據了解，通過文化搭橋，本

次活動招商引資項目簽約11個，

總投資180多億人民幣。加上6月

份廣州（茂南）投資說明會簽約

總投資165億的項目，粗略估算，

2012年茂南招商引資總額超300億

元，其中20萬噸特種油加氫、10

萬噸醋酸仲丁酯、15萬噸溶劑改

質以及海螺集團500萬噸水泥粉磨

站等一批總投資近20億的項目建

成投產，創茂南建區27年來的最

好水平。當天，高端旅遊文化項

目樂天酒店、高端商貿項目興和

商業廣場、高科技項目凱迪生物

質能發電、8萬噸／年MTBE項目

、綠樹塗料項目等投資近百億元

的項目正式動工建設。此外，當

天簽約的還有印象．茂名國際旅

遊文化商業廣場、樂天木業、樂

天溫泉度假酒店、高華家居商業

廣場、香港啟宏電氣設備製造、

華粵華信食品級白油及環保劑加

氫、金泰潤滑油加氫、新南方電

工器材廠遷建、華晶玻璃、眾和

碳五綜合利用、眾和2-巰基乙醇

等11個項目。

茂南區委書記丁錦文表示，

舉行重大項目簽約和動工建設是

本屆羅非魚旅遊文化節的主題要

義。而香港樂天集團實業有限公

司董事長張學友則表示，把實業

的重點放在茂南，就是看中茂南

領導班子謀發展的那種清廉、實

幹、執着的作風和精神。

此外，本屆羅非魚文化節還

舉辦羅非魚魚王慈善拍賣活動及

「幸福茂南」 嶺南名家書畫邀請展

暨書畫名家筆會，展出了黎雄才

、關山月、趙少昂、楊之光、陳

金章、歐豪年等嶺南畫派名家代

表的精品力作近100篇，茂南羅非

魚被畫家們繪入畫中。在羅非魚

魚王慈善拍賣會上，重達十數斤

的至尊羅非魚魚王拍得30萬天價

。

環保節能科技雖日新日異，但嶄

新的節能產品卻並非社會各個階層都

能享受到的，部分基層家庭及長者，

或因經濟因素，以及對節能科技不熟

悉，而不會選購近年興起的LED節能

燈泡。有見及此，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及香港島各界社會服務基金會日前在

香港鴨脷洲舉行「港島各界燃點心意

環保日」 ，向過百名已登記的長者及

基層市民，贈送近萬個LED節能燈泡

，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亦到場參與活

動，親身向多名長者派發LED節能燈

泡。

香港島各界社會服務基金會蔡毅

主席表示：該基金會以往亦積極參與

提高社區環保意識的活動，他感謝中

國環境大使香港代表人馮丹藜博士捐

贈一萬個LED節能燈泡，冀通過這次

活動，能提高社區環保節能的意識。

馮丹藜博士繼送出一萬個LED節

能燈泡給新界區基層市民後，今次同

樣送出一萬個LED節能燈泡給港島區

的基層市民，至少2000個基層家庭受

惠，她表示：環保除了減少資源浪費

，還可以讓我們荷包減少支出，LED

節能燈泡，能為大家慳8成以上的電

費，節省金錢之餘，更可保護地球，

希望通過這次活動，有更多人關注環

保，讓我們共同締造一個健康和理想

的生活環境。

為推動本地藝術發展，九龍倉

置業有限公司（九龍倉）旗下海港

城、時代廣場及荷里活廣場合辦第

二屆「九龍倉全港中學生繪畫比賽

」 。

為隆重其事，日前假海港城海

運大廈展覽大堂舉行了新聞發布會

。出席嘉賓包括︰九龍倉集團有限

公司執行董事李玉芳、比賽評審薩

凡納藝術設計學院（SCAD）香港

分校副總監柏君予，活動上嘉賓與

大家分享創作心得，而5位上屆得

獎之中學生亦分享了參賽經驗及參

與藝術交流團之感想。適逢聖誕節

，大會特別請來65位來自九龍倉

「學校起動計劃」 的中學生到場，

現場創作聖誕卡畫作，並合併出巨

型聖誕樹以創意送上節日祝福。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李玉芳於活動上表示：「上屆比賽

學生踴躍的參與非常令人鼓舞，學

生對社會及身邊事情觸角十分敏銳

及成熟，創作主題也很廣泛。我們

認為文化藝術體驗能提升生活及精

神素質，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今年得獎學生除可獲得書券及現

金獎外，更會獲邀參加北京藝術文

化交流團，參觀當地的博物館，並

與當地藝術人士交流創作心得。另

外，今年比賽特別增設了獎學金計

劃。首十八名得獎學生可於比賽勝

出後3年內向我們申請獎學金，用

於修讀與藝術創作相關的學士課程

。有經濟困難的申請者將會被優先

考慮，獎學金名額3名，希望藉此

為在藝術方面具潛質和熱誠的年輕

人，提供支持，助他們發展所長。

我們深信要讓本地藝術持續發展，

對年輕藝術家的培養和支持十分重

要。九龍倉未來將繼續藝術的推廣

工作，多方位為社會營造藝術氛圍

。」
冠、亞、季軍得獎者及入圍作

品的學生，將獲邀參加北京藝術文

化交流團，參觀當地的博物館及參

與藝術導賞團，體驗當地藝術文化

之餘，更可與藝術人士交流創作心

得，機會難得。

此外，得獎及入選作品將於明

年在海港城、時代廣場及荷里活廣

場作巡迴展覽，屆時本地市民及外

地遊客均可欣賞年輕一代的無限創

意。「九龍倉全港中學生繪畫比賽

」 的遞交作品日期由即日起至2013

年3月25日下午六時正（以郵戳為

準）止，參賽詳情及報名表格請瀏

覽商場網頁︰www.harbourcity.com.

hk/www.timessquare.com.hk/www.

plazahollywood.com.hk

查詢電話︰852-21188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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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嘉賓為活動主持開幕禮儀式

徠卡99周年M9系列尊尚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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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茂南」 主題活動暨首屆羅非魚旅遊文化節開幕儀式
啟動

羅非魚旅遊文化節茂名舉行羅非魚旅遊文化節茂名舉行

▲主禮嘉賓與參加九龍倉 「學校起動計劃」 的中學生大合照

【本報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施榮懷及副會長吳
永嘉日前接待香港特區政府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主任譚惠
儀，雙方就內地和香港各領域交流及合作事宜交換意見。

香港特區政府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主任譚惠儀在會上
表示，現時香港特別行政區於北京、廣州、上海及成都均設
有經濟貿易辦事處，並計劃在內地中部地區增設新的辦事處
，加強為港人在內地提供協助。譚主任續稱，駐滬辦希望與
廠商會繼續保持緊密聯繫，特別是有關展覽及品牌發展等方
面的合作，並預祝明年廈門工展會取得成功。

廠商會會長施榮懷在會上指出，近年來，工展會擴展至
內地多個重要城市舉行，每次均錄得美滿成績。今年4月在
武漢舉辦的工展會，5天內吸引超過30多萬市民入場參觀，
大部分參展商對展會銷售情況表示滿意，他感謝駐滬辦的鼎
力支持。施會長續稱，得到香港特區政府工業貿易署 「發展
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的資助，該會
將聯同香港品牌發展局（品牌局）前往福建廈門，合辦名為
「廈門香港品牌節」系列活動，協助香港品牌進軍閩南巿場

，拓展龐大商機。

【本報訊】日前，由鶴山（香港）婦女兒童慈善基金會總幹事洪君
曉率領的 「鶴山（香港）婦女兒童慈善基金會友好交流團」一行，獲香
港中西區婦女會主席趙華娟、會長林雪英的熱情接待。

趙華娟致歡迎詞，對鶴山（香港）婦女兒童慈善基金會友好交流團
參會表示熱烈歡迎，對他們在兩地婦女兒童保健事業中作出的貢獻表示
讚賞與支持。鶴山（香港）婦女兒童慈善基金會總幹事洪君曉對中西區
婦女會的工作表示尊敬與讚賞。雙方代表並就推廣醫療保健講座及健康
檢查、開展婦女文娛活動和關愛兒童活動等多個項目展開熱烈討論，共
同找尋合作機會。

中西區婦女會代表包括：會長林雪英，主席趙華娟，副主席張曉克
，副秘書長胡淑賢、李雅欽、彭嘉儀、陳賽君，社會事務部主任李惠琴
，宣傅部主任林寶娟、委員陳芳。鶴山（香港）婦女兒童慈善基金會友
好交流團成員包括：總幹事洪君曉、活動統籌主任李婉珊、聯絡主任馮
亞及應邀嘉賓宋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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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山婦童基金會訪中西區婦會

【本報訊】記者張綺婷報道：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出席環保
建築專業議會十周年紀念慶祝酒會
，她感謝議會一直以來推動香港綠
色建設作出的努力。而主席鄭森興
表示，議會踏入第一個十年的里程
碑，感謝多年來一直支持議會的團
體及人士，希望香港日後會有更多
環保建築項目，建設可持續發展之
都。

主禮嘉賓林鄭月娥在致辭時表
示，在擔任發展局局長時與議會有
所接觸，她希望本港在綠色建設方
面可以有一個大轉變，期盼日後政

府與議會可進一步合作。出席同一
活動的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曾是
2009至2010年度環保建築專業議會
的主席。

環保建築專業議會於2002年由
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工程師學會
、香港園境師學會、香港測量師
學會等創會會員以擔保有限公司
形式成立。在過往十年，環保建
築專業議會通過專業人士的致力
參與，專注有關環保建築項目的
研究和教育工作，並定期舉辦座
談會和論壇，推廣可持續發展之
都及建築設計。

環保建築議會慶賀10周年

「十八大後發展機遇：
香港與內蒙兩區金融合作論
壇」 昨日於南洋酒店舉行，
論壇商討兩地未來在金融領
域的合作方向。中聯辦副主
任黃蘭發、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副局長梁鳳儀、工聯會榮
譽會長鄭耀棠、內蒙古自治
區政府副主席布小林擔任主
禮嘉賓。

本報記者 張 媞

▲林雪英（前
排左四）、趙
華娟（前排左
三）、張曉克
（前排右二）
與洪君曉（前
排右三）等與
會代表合影

▲香港與內蒙兩區金融合作論壇昨在港舉行，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前排左起）、中聯辦副主任黃蘭發、
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布小林、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梁鳳儀與各嘉賓合照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 施榮懷
（中）、
吳永嘉（
左）與譚
惠儀交換
意見

▲環保建築專業議會昨舉行酒會慶祝創會10周年，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左五）與嘉賓舉杯祝酒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鄭耀棠致辭時表示，隨內蒙
古投資環境不斷變化，當地政府
重發展金融產業，越來越多的港商
赴內蒙古投資，今次論壇為兩地加
強經濟交流與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
台，方便本港金融業界人士更好地
掌握當地金融業發展和投資環境的
最新情況。他說，本港作為以服務
業為主的經濟體系，擁有專業金融
人才和先進的融資平台，是內蒙古
企業 「走出去」的首選平台。他續
謂，已有超過10家內蒙企業在港投
資，冀兩地未來加強信息、人才、

經濟交流，促進香港的就業環境。
布小林表示，香港是內蒙古第

三大對外貿易合作夥伴，她說，內
蒙古多次在港舉辦招商活動，而包
鋼、伊利等知名本土企業已在港投
資並設立辦事處，她指出，兩地目
前已簽署86個合作項目，合作金額

近800億美元。她說，內蒙古政府
將於2013年2月繼續舉辦 「內蒙古
─香港經貿活動合作周」，邀請兩
地企業參加，望兩地加強合作，共
謀發展。梁鳳儀在隨後的致辭中表
示，本港將繼續發揮優勢，按照十
八大報告，進行金融市場改革，並

加強與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區
域合作。

今次論壇由內蒙古自治區政府
金融辦公室及工聯會金融專業委員
會主辦，並由包商銀行、內蒙古錫
林郭勒盟及中國國家行政學院（香
港）工商專業同學會協辦。

責任編輯：蔡向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