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婦聯主席陳
志立日前訪港期間，親臨探訪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簡
稱香港婦協），視察該會 「香港婦協郭得勝服務中心」的服
務及設施。

香港婦協特別在皇朝會舉行歡迎午宴。陳至立在午宴中
，肯定香港婦協就團結婦女、提升婦女地位作出的貢獻，又
讚賞香港婦協為服務香港各階層婦女的工作。陳至立副委員
長於二○○九年曾在慶祝祖國六十周年時，應香港婦協邀請
，專程訪港參與一系列慶祝活動，又為 「香港婦協郭得勝服
務中心」動土禮主禮。

香港婦協現就明年成立二十周年，正密鑼緊鼓籌備一連
串大型慶祝活動，包括 「二十周年啟動禮暨三八婦女節」、
「香港婦協二十年二十件大事」、 「六藝卓越女性」、 「香

港婦女國際發展前瞻論壇」及今年和來年全年推行的 「乳健
檢查計劃」等。香港婦協主席林貝聿嘉代表全體成員，邀請
陳至立再次率領一眾全國婦協代表團來港，於來年七月初到
港參加香港婦協的 「二十周年暨慶回歸十六周年晚宴及展覽
」，一同慶祝香港婦協成立二十周年的盛事。

陳至立副委員長視察港婦協
肯定協會為社會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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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方俊明珠海二日電
】珠海市江西商會日前舉行成立慶
典，同時獲3家銀行提供貸款授信90
億元人民幣，以支持在珠海的贛
商。

該商會創會會長由珠海德翰大
酒店董事長吳興旺擔任。他說，商
會的成立標誌在珠經商辦企業的
江西人終於有了自己心靈的家園，
有了聯誼鄉情、互助交流、共謀發
展的平台。在弘揚江右商幫的 「孝
、悌、忠、信」的精神的基礎上，
在珠海的贛商將繼續發揚頑強、拚
搏、誠實、守信、開拓、創新的精
神，牢固樹立優勢互補、資源整合
、共同進步、和諧發展的理念，把
自己的事業做大、做強，為珠海、
為江西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更大的
貢獻。

慶典期間，農行珠海分行、光
大銀行珠海分行、浦發銀行珠海分
行分別為珠海市江西商會提供授信

30億元、10億元和50億元。 「這一
資金將用於支持珠海市江西商會的
會員發展和壯大在珠海的事業。」
農行珠海分行行長高鐵兵說。

江西人素有在外經商的傳統。
史稱 「江右商幫」的江西商人曾以
其人數之眾、操業之廣、實力和滲
透力之強稱雄中華工商業，在湖廣
，有 「無江西商人不成市」；在雲
貴川 「非江右商賈僑居之，則不成
其地」。特別是曾經多達1500多座
的江西會館和萬壽宮遍布全國，曾
長期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產生了巨大
影響。目前江西籍企業家在珠海已
有500多人，較多為知名品牌的高端
龍頭企業，分別從事機械製造、教
育管理、星級酒店、地產房產、醫
療服務、科技文化、金融證券、網
絡營銷等行業；而江西籍在珠海務
工人員也達13.5萬人，佔珠海常住人
口的1/10。

珠海江西商會成立

【本報訊】記者黃閩報道：日前由香港南安公
會主辦、香港新民樂促進會協辦的 「情深誼長
傅煜．新民歌獨唱音樂會」於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舉行。該會理事長傅森林在致開幕詞時表示，南
安公會成立33年來，為香港及家鄉培養和輸送了
許多精英人才，成績斐然。而這些鄉賢俊才亦為
該會增光不少，推動了該會會務更好地發展。

擔任是場音樂會開幕禮的主禮嘉賓有全國政
協委員、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盧溫勝、周安
達源，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柯達權，永遠名
譽主席吳天賜、何萍萍，名譽主席李木理，香港
泉州市同鄉總會副會長王萬材、榮譽會長鄭亞鵬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理事長張詩劍，香港南安公
會理事長傅森林、監事長黃少玉、永遠榮譽會長
陳通貴、永遠名譽會長羅清源、吳雅玲、副監事
長呂百楷等。

周安達源代表福建社團聯會致詞時指，閩籍
同胞是香港社會的重要族群之一，有深厚的文
化底蘊。擁有205個團體會員的香港福建社團聯
會，是香港愛國愛港社團中一支生力軍，弘揚中
華文化，搞好社團文化建設是該會的重要會務。

傅森林指，該會歌舞團在歷任會長的關心下
，尤其是在副會長柯捷思的帶領下，大家勤奮開
拓、精心綵排，已經成為一支能歌善舞的文娛隊
伍，廣受社會的讚許。本身為南安鄉親的傅煜，
屢獲歌唱比賽獎項，長期活躍本港歌壇，致力弘
揚中華音樂文化，為鄉親們及社會各階層服務，
被譽為 「香江百靈」。這些鄉親的成績是該會的
榮耀，亦促進了該會的影響力和凝聚力。

傅煜畢業於新疆師範大學藝術系，經常於省
級大型文藝晚會擔任獨唱、領唱，形成了甜美、
腔圓、清新、真切的獨特演唱風格。當晚，她為
在場的觀眾演唱了《情深誼長》、《牧羊曲》及
《蘆花》等16首歌曲，精彩的表演獲得在座的觀
眾響亮的掌聲和喝采聲。▲演出圓滿謝幕 本報記者黃閩攝

【本報訊】澳門消息：澳門十六
浦於2012年12月31日除夕晚上九時至
凌晨十二時舉辦在其戶外廣場（澳門
巴素打爾古街內港）舉行《澳門十六
浦─內港除夕演唱會》，多位香港
著名歌手及澳門人氣樂隊演出助興，
一同在熱鬧澎湃的氣氛中迎接2013年
到來。

作為內港城區唯一的大型綜合度
假村，澳門十六浦致力為本地觀眾及
遊客提供多類型的節目及活動。本年
的除夕倒數晚會已連續第五年舉行。
今年除夕晚會以振興內港經濟，弘揚
澳門音樂為主題，特別邀請著名唱作
人／製作人恭碩良、樣貌被譽為翻版
周秀娜之蔚雨芯、人氣組合EO2、香
港無線電視超級巨聲：陳國峰、何雁
詩及曾臻，以及本地實力搖滾樂隊組
合 Scamper， Black Sheep 和 Rush
& Crush等聯合演出。整晚晚會以
演唱會方式進行，一眾樂隊歌手於晚
上九時起輪流登場，在台上傾力演出
。當邁向新一年的最後十六秒，大會

司儀帶領出席之樂隊歌手與觀眾齊聲
倒數，十六浦的大型水晶球及屏幕
同時出現倒數數字，引爆整個晚會高
潮！

當晚更增設有大抽獎。獲得澳門
航空、中國工商銀行（澳門）、生力
啤酒、澳門十六浦索菲特酒店、新皇
宮海鮮坊及國泰旅行社全力支持及贊
助；頭獎獎品為澳門航空澳門至重慶
雙人來回機票及重慶申基索菲特大酒
店住宿兩晚，其他獎品包括工銀銀聯
預付卡、索菲特酒店二人自助晚餐以
及新皇宮海鮮坊美食券等。得獎者將
於2013年1月3日以電話短訊或電郵通
知，得獎者可於2013年1月30日前前
往澳門十六浦一樓服務櫃領取其獎
品。

當晚估計超過4000人次參與，精
彩的演出及熱烈的氣氛，令眾多市民
遊客感受內港區獨一無二的節日氣氛
，共度難忘除夕夜。十六浦期望藉
今次除夕倒數活動，與澳門市民及遊
客分享迎接新一年的喜悅。

【本報記者王榮平深圳電】近
日，深圳福田工商業聯合會（總商
會）第三屆執委（理事）就職禮暨
迎新年會在深圳五洲賓館隆重舉行
。特邀嘉賓、第三屆新任執會、會
員及媒體記者約三百五十人參加慶
祝。本次抽獎禮品高達一百五十份
，約二分之一人中獎，最低獎一千
元禮品，最高獎LG55吋不閃式3D智
能電視，價值二萬由主席張弦捐出
，還有iPad Mini、iPhone 5等大獎
。現場氣氛輕鬆熱烈，載歌載舞，
特別是抽iPad Mini和iPhone 5時現
場尖叫聲不斷，大家共同迎接新一
年的到來。

福田區長楊洪和深圳市總商會
主席陳主分別頒發證書予新一屆執
委。選舉張弦為主席，季必平為駐
會常務副主席，葛漢城、李喜亮為
副主席。毛利民、王遠、王玉梅、
王承榮、龍開保、司存功、劉偉庭
、劉秀鴻、劉俊勇、劉海春、孫萬
營、李森、李雄飛、杜宣、蘇銳釗

、鄒東才、鄒洛輝、巫培芳、楊鵬
、周建明、周海生、歐銳剛、鄭映
珊、鄭玲燕、姜松華、胡治平、趙
煦東、凌克、徐浩源、徐清剛、涂
春安、梁錫武、慰亞波、黃育生、
黃楚龍、黃德滿、謝蘭軍、辜承福
、潘志明、戴鐘翠、魏紅旗共四十
一名為新屆常委。

季必平做工作報告，首先回顧
過去工作會員隊伍不斷發展壯大，
參政議政能力穩步提高，服務企業
工作成績斐然，經貿體活動有聲有
色，企業社會責任明顯提升，自身
建設得到進一步強化等六個方面；
今後工作意見：健全組織覆蓋，不
斷擴大影響力。做好安排，不斷提
高參政議政能力。拓寬服務領域，
不斷增強凝聚力。廣泛開展活動，
不斷增強活力和吸引力。搞好引導
教育，不斷提高社會形象。加強自
身建設，不斷提高戰鬥力和整體效
能等六個方面。

【本報訊】記者王榮平報道：近日，香港
葡萄酒協會二○一二年度會員大會暨第十二屆
理事會選舉大會在深圳會展中心召開，共有來
自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法國
、澳洲等海內外的會員共一百二十人參加了本
次大會，理事長陳廣鈺主持，選舉了新一屆理
事會。

今年的年會分為六場，第一場 「全球資源
共享 如何雙向雙贏」葡萄酒投資論壇，由港
葡萄酒協會副會長張毅峰主持。嘉賓對於國產
酒與進口酒合作的現狀、未來發展前景、發展
趨勢和所面臨的挑戰進行了探討與分析，同享
香港優勢，拓展中國市場。港葡萄酒協會、華
人奢侈品協會和美國IDG風險投資公司簽署合
作協議，成立中國首家以葡萄酒投資為主的奢
侈品基金，每年的5%收益將支持優秀的中國
品酒師國外深造。

第二場 「如何幫助中國資本進行海外酒莊
投資」由協會理事長陳廣鈺主持。針對中國資
本收購國外酒莊進入高潮期，需要理性看待，

資本的進入需在與當地文化融合的前提下進行
。中國人投資收購酒莊的行動，需要向法國人
證明中國人購買葡萄酒莊，並非要作為度假和
獲利用途，而是認真地視葡萄酒為一門藝術，
這對法國的葡萄行業發展是件難得的好事。否
則即使中國富豪再多花錢也不能達成收購的目
的。協會在大陸與歐洲均設有代表處，並計劃
成立專門的委員會負責協調和幫助中國資本對
法國的酒莊投資收購，為中國的潛在投資者提
供諮詢。

第三場 「二○一二年度優秀品酒師」表彰
大會，由品酒師林煥生主持。同時進行了中國
首批 「女子侍酒師」班的結業禮。

第四場 「中國─加拿大冰酒打假中心」年
度大會，由加拿大冰酒中心的代表鄭靜涵主持
。邀請政府、媒體、協會，集合出擊、聯合打
假，論壇介紹了加拿大的純正冰酒文化、加拿
大嚴格的VQA認證體系和如何識別真假冰酒
，簽署了合作備忘錄。 「加拿大冰酒扶植基金
」還為符合條件的企業頒發了認證證書和支持

資金。
第五場 「中國及海外葡萄酒旅遊」論壇由

海外聯絡部的邱瓊珊主持，發布並詳細介紹了
全新的六大旅遊線路 「法國五大名莊奢華之旅
」、 「香港私藏酒窖及美食旅」、 「中信尼雅
葡園之旅」、 「意大利彼爾蒙&托斯卡納之旅
」、 「加拿大甜蜜冰酒之旅」和 「希臘愛琴海
浪漫之旅」。走出去、看一看，不僅了解了各
國不同的葡萄酒文化，更促進了國際間的文化
交流與融合。

第六場為盛大的葡萄酒品鑒交流晚宴由協
會秘書長曾程遠主持，邀請了全體出席會員，
以及來自中國貿促會、大公報、意大利出口商
會、法國領事商會、香港賽馬會、深圳遊艇會
、建設銀行私人銀行、珠寶等奢侈品機構的朋
友共聚一堂，並為十位新會員頒發了會員證
書。

二○一二年度會員大會在美酒、鮮花、
笑聲中圓滿召開，下一屆的年會將在上海舉
辦。

▲陳至立副委員長(右五)親臨香港婦協郭得勝服務中心，視察該會服務及設施

▲香港婦協各領導在皇朝會宴請陳至立副委員長(前排右五)及全國婦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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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總商會新員就職

▲

福田總商
會新一屆執
委獲頒證書

本報記者
王榮平攝

▲

一眾歌
星倒計時
數

▲珠海市江
西商會日前
舉行成立禮

本報記者
方俊明攝

▲演出開幕禮，眾賓主合唱一曲 本報記者黃閩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