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婦協主席林貝聿嘉致歡
迎辭時，表示該會早於1993年成
立後，一直團結各界婦女，關注
香港事務，維護婦女的合法權益
，曾多次向政府提交 「對婦女政
策發展方針意見書」，並積極回

應政府的政策及諮詢文件，針對
社會發展所產生的種種婦女問題
，包括新來港婦女、單親家庭、
託兒服務、婦女健康、在職貧窮
、家庭主婦的退休保障等，為婦
女發聲，更成功促請政府成立 「

婦女事務委員會」。
林貝聿嘉續表示，香港婦協

認為政府應制定更多有利於婦女
的政策、設立婦女服務基金，幫
助婦女在不同崗位上，可以得到
公平的機會及更充足的支援，從

而減少家庭問題，令社會可以持
續和諧而健康地發展；並希望
以後行政長官可以定期與婦女
代表交流意見，從而令香港的
婦女政策，配合到社會發展的
需要。

會上，各界婦女代表踴躍發
言，提出對本港婦女事務的意見
和關注的重點，期望行政長官在
制訂施政報告時，可加以考慮。
部分未能即時表達意見者，香港
婦協將收集意見書，稍後代表呈
交予行政長官辦公室。

特首晤婦女界團體聽意見
300人出席 冀定期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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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業促加強監管食油安全

工展顯關懷 敬老送暖
【本報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廠商會）副會長兼展覽服務有限公
司主席吳永嘉聯同其他代表及候選工
展小姐日前到訪東華三院方樹泉社會
服務大樓，並舉行 「工展顯關懷」計
劃的首項活動─ 「送暖行動」。活
動上，除了由候選工展小姐帶來精彩
的歌唱表演外，出席嘉賓亦與院友玩
遊戲及派發每個價值500元的福袋，
為長者送上祝福。

工展會於去年推出 「工展顯關懷
」計劃，邀請逾4000個家庭，包括低
收入的單親及其他家庭、獨居長者及
殘疾人士等，於展會期間免費進場參
觀，並向每個家庭提供港幣500元資
助，以供他們在會場內自由購物，整
個計劃開支超過港幣250萬元。

廠商會副會長兼展覽服務有限公
司主席吳永嘉於活動上致辭時表示，
鑒於去年的 「工展顯關懷」計劃反應
熱烈，今年該會在 「工展顯關懷」資
助計劃上投放更多資源，撥出多達港
幣350萬元，幫助超過7800個來自低
收入家庭及弱勢群體的人士。其中，
5000個家庭將獲得港幣500元現金購
物津貼，免費入場自由購物。

他續稱，今屆工展會的 「工展顯

關懷」計劃新增更多資助項目，其中
一個新增的資助項目為 「送暖行動」
，主要受惠對象是東區行動不便、未
能親臨會場的弱勢社群。 「送暖行動
」將會貫穿整個展期，共2000個福袋
將送給行動不便、未能親臨會場的市
民朋友，如長期居住安老院舍的院友
、兒童住宿服務的小朋友，為他們送
上暖意。是次探訪活動所派發的 「福
袋」，每件禮品均是經過精心挑選，
務求切合長者的需要。 「福袋」中包
括專為院友過冬準備的天蠶衣，食品
方面包括鮑魚麵、奶茶、餅乾和燕窩
琵琶糖，另外還有適合長者使用的活
絡油。

今屆工展會以 「名牌薈萃 譽滿
中外」為主題，設有880個攤位，參
展商超過400家，分布於12個主題展
區，包括 「香港名牌廣場區」、 「食
品飲料區」、 「糧油麵食區」、 「參
茸海味湯料區」、 「美容保健區」、
「服飾精品區」、 「生活家居區」、
「兒童用品區」、 「美食廣場」、 「

社企區」、 「推廣區」及 「經貿區」
，匯聚眾多歷史悠久的香港名牌及新
興品牌於一堂，產品更多元化，入場
市民必能滿載而歸。

30名大學生參觀核電基地
【本報訊】劉衛東、黃米娜報道

：中廣核集團通過官方微博邀請深圳
大學、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等在深高校
的學生和社區代表，以及石述思、王
志安、傳媒老王、瘦駝、孫海峰等傳
媒界、教育界的網絡意見領袖30多人
參觀大亞灣核電基地，親身感觸核電
，共同探討核電與社會公眾溝通的新
途徑。

在參觀環節，參加活動人員分別
參觀了核電站科普展廳、觀景平台和
核電站主控制室、汽機廠房，通過親
身感觸核電站工作原理、核電安全的
五道防線和三道屏障，感受 「敬畏核
安全、守護核安全」、 「一次把事情
做好，人人都是一道屏障」、 「一切
按程序辦事」的核安全文化，實地體
驗了核電站安全運行的真實場景和核
電員工的工作生活情況。

在座談交流討論環節，參加活動
人員圍繞想像中的核電是什麼樣、什
麼是安全、核安全是否有保障、核電
應怎樣與公眾進行溝通等話題進行了
熱烈討論。國家核電重大專項委員會
專家、大亞灣核電站首任中方廠長濮

繼龍，中廣核集團公司新聞發言人胡
光耀與參加活動人員就核電站安全管
理、核電公眾溝通工作開展情況、未
來加強核電社會公眾溝通的思路、方
法和措施等進行了討論。

胡光耀表示，核電是一種安全、
環保、經濟的新能源，核電安全高效
發展離不開社會公眾的理解、信賴和
支持。中廣核集團一直堅持公開透明
的原則，把確保員工、環境和公眾安
全視為企業最重要的社會責任。目前
國家已作出 「穩妥恢復核電正常建設
」的部署，中廣核將在確保核電安全
生產、工程建設高質量推進的基礎上
，以更加開放、更加公開、更加透明
的姿態積極開展核電社會溝通工作，
在向社會提供安全、清潔、高效的能
源的同時，傳播科學知識，傳播 「善
用自然的能量」的理念，增進社會公
眾對核電安全與風險的理性認知，促
進中國核電健康穩步可持續發展。

在舉行參觀座談活動的同時，中
廣核集團還在官方微博直播了零距離
體驗活動的全過程，在網絡中產生了
積極反響。

中國水業簽戰略合作儀式
【本報訊】記者王榮平、曹思佳

報道：備受矚目的 「中國水業集團戰
略合作及項目併購簽約儀式」於上月
底在深圳五洲賓館隆重舉行。來自政
府、行業協會、戰略合作夥伴、知名
媒體記者等人士一同參加這個水業盛
宴。

中國水業集團分別與立昇企業、
北京愛斯特開源水務投資有限公司、
貝卡特環境技術（北京）有限公司、
宜興市環球水處理有限公司、宜興泉
溪環保有限公司簽署戰略合作協議，
與工行簽署項目融資框架協議；與山
東省臨沂市河東區政府簽署了3個以
BOT項目投資協議；簽訂了平頂山
中水項目、鄂爾多斯電力中水回用項
目併購協議。

中國水業集團是香港聯合證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證券交易代碼
1129），多年來，集團與中國建設部
等有關機構緊密合作，與國內知名水
務工程建設與設計單位包括中國城市
建設研究院簽署技術服務協議，結成
技術服務聯盟，以獲取最經濟可行的
工程設計方案，以及最先進科學的供
水，及污水處理技術；與40多個城市

水務部門和企業在友好協商的基礎上
已完成合資合作或正在緊密商談相關
事宜，並取得有關城市政府、水務管
理部門的信任及大力支持。

中國水業依靠技術優勢和優秀業
績，在過去一年中各項事業快速發展
，並分別榮獲 「2011水業十大新銳企
業」、 「2012年最具成長力企業」，
這代表中國水業集團已成功轉型，
並得到了行業和市場的認可。

此次舉行簽約儀式新聞發布會具
有重大歷史意義，水業集團將加大國
內供水與污水處理項目的投資與項目
併購，與戰略合作夥伴一起積極合作
推進新的項目與開拓新的市場，努力
以新的技術和科學管理方法，積極參
與城鄉一體化供水項目建設與運營，
開展城市污水及中水處理項目併購與
運營，伴隨水業集團新項目的開展，
將進一步推動國內的業務拓展，獲得
更多的商機，並為我國的環保事業努
力做出應有的貢獻。

縱覽10年中華驚世變化，有一種
姿態，馬不停蹄；有一種高度，不斷
超越；中國水業集團見證水業的嶄新
時代，必將譜寫新傳奇。

【本報訊】由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發動及舉辦的 「行政長官與婦女組織就婦女
事務交流會」 ，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行政長官梁振英親臨與各界婦女會面。這次
交流會，是香港回歸後首位行政長官與婦女組織就婦女事務的議題面談的交流活動，逾
百個各界婦女組織近300人出席，包括地區婦女組織、女性專業團體的首長及代表，以
及多位學者等，涵蓋各地區、各階層、各專業、各年齡的人士。

【本報訊】泉州市婦女第13
次代表大會於上月中在泉州舉行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婦委會應邀
組團赴會。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柯
達權偕陳聰聰、李木理、何萍萍
、黃少玉、吳雅玲、顏寶雲等一
行專程赴泉州，與來自泉州市各
行各業的400多位婦女代表一起，
在第13次婦代會議上，審議通過
了過去五年來對婦女事業發展回
顧總結的工作報告，並投票選舉
新一屆泉州市婦聯領導機構。三
天會議期間，13屆執委一次會議
選舉產生了常委和領導班子，梁
玉華當選泉州市婦聯主席，柯達
權獲選為13屆婦聯執委。大會明
確提出了今後五年婦女發展的目
標和任務，並發出了《美麗家庭、
幸福家園、從我做起》倡議書。

泉州市婦聯主席梁玉華表示
，泉州市婦代會召開，得到了泉
州市委的高度重視，得到了省婦
聯的關心指導和社會各界的大力
支持。泉州市四套班子主要領導
、分管領導、廳級女領導出席了
開幕式，市委書記徐鋼作了重要
講話，充分肯定了五年來泉州市
婦女工作所取得的成績，高度評
價了婦女在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
中的貢獻和重要作用，對今後一
個時期泉州市婦女工作提出了新
的更高要求和希望。福建省婦聯
副主席馬義英到會致賀辭，泉州
軍分區參謀長王統志、市總工會
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賴暢水先
後向大會致祝詞。泉州市委常委

、組織部部長周銀芳、市人大副
主任洪澤生、市政府副市長周真
平、市政協副主席蘇小青出席了
閉幕式，周銀芳部長作了重要講
話。

梁玉華代表泉州市婦聯新一
屆領導班子，衷心感謝全體婦女
代表的信任。她勉大家今後強學
習，重實踐；敢擔當，有作為；
出實招，辦實事；爭六好，創特

色，努力把婦聯組織建設成深受
廣大婦女群眾信賴和熱愛的溫暖
之家。她表示，相信在黨的十八
大精神指引下，未來五年將是僑
鄉廣大婦女大展身手的五年，將
是泉州各級婦聯組織大有作為的
五年，鏗鏘玫瑰，精彩無限！

柯達權表示，很高興代表香
港福建社團聯會參加泉州婦代會
。此行與兩岸三地婦女姐妹同敘

友情鄉情，交流婦女工作發展經
驗，共同展望婦女發展前景，構
建融合交流合作新平台，收穫良
多。

柯達權一行向大會捐贈了十
萬元港幣，並與泉州婦女姐妹、
澳門婦女代表、台灣婦女代表聯
歡交流，同台高歌。會議期間，
柯達權、陳聰聰、李木理、何萍
萍等在主席台就座。

福建社聯婦委參加泉州婦代會

▲右起：顏寶雲、何萍萍、黃少玉、陳聰聰、梁玉華、柯達權、李木理、吳雅玲、黃曼霞等一行應邀
訪泉州

▲特首梁振英（左五）應邀參與婦女界團體交流會

【本報訊】香港餐飲聯業協
會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日前在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生產力大樓一
樓演講廳舉行講座及記者招待會
，約100人出席，包括餐飲業界

代表、食油供應商及記者。近日
食油安全事件引起公眾關注，香
港餐飲聯業協會及廠商會透過是
次活動邀請專家講述食油的安全
資訊及相關的國際標準，以及業

界代表分享管理食油的安全措施
，希望藉此釋除公眾對食油安全
的疑慮。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及廠
商會常務會董黃家和贊成政府透
過立法，制訂食油安全標準及加
強規管食油的包裝分售，以監管
食油安全。黃家和建議政府成立
危機處理小組，與業界從生產源
頭處理問題，並加緊對回收 「萬
年油」的行業作監管。餐飲業界
應向商譽良好的供應商採購食油
，而食油供應商亦應提供食用安
全證明，並可透過檢測及認證，
加強食油安全的管理。

南順香港集團研究及發展／
科技總監趙國邦表示，在食油的
生產過程中，生產商可從原料控
制、生產流程、在線品質控制、
成品檢測及管理體系等方面，控
制食油安全。他贊成政府加強巡
查監察食油生產商，並訂立強制
性檢測標準。

廠商會檢定中心助理銷售經
理杜志楷分享了國際食油安全標
準，並指出現時未有方法檢驗出
食油是否 「地溝油」，但透過檢
測可得知食油是否存在苯並（a
）芘等有害物質。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正與認可
實驗所商討，為旗下餐飲業會員
提供全面及優惠的食品化驗服務
。在食品安全管理方面，香港餐
飲聯業協會亦計劃定期舉辦有關
課程，強化業界對食品安全的管
理。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及香港中
華廠商聯合會合辦 「食用油事
件與餐飲業食品安全管理」 講
座

◀廠商會
副會長兼
展覽服務
有限公司
主席吳永
嘉送贈福
袋予長者

▶中國水業
集團與合作
夥伴一起啟
動中水 「新
水業、新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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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參觀大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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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