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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訪京期間獲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劉延東女士接見。
行程中並拜訪中央統戰部、港澳辦、商務部及全國工商聯等機構。

▲2011年12月本會向廣東省招玉芳副省長
反映業界對內地營商環境的意見。

▲2012年獲工業貿易署撥款資助，開展 「創建
香港的專業批發市場」 研究計劃，探索本港發展
批發業的可能性，此計劃仍進行中。

▲本會積極推動社會經濟向前發展，會員當中不少是選舉委
員會成員，2012年就行政長官選舉舉行參選人座談會，讓各
選委了解參選人政綱。

▲本會婦女部舉辦學生交流團，組織香港的中學生到國內考
察交流。

▲本會的會歌 「中出是我家」 正反映出本會歡樂文化，各工作部門積極舉辦
活動聯繫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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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屆榮銜

香港特區選舉委員會委員
浙江省湖州市政協常委

莊成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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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香港特區選舉委員會委員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委員

全國政協委員

李秀恒

香港特區選舉委員會委員
教育局進出口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主席

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常務委員

許華傑

香港特區選舉委員會委員
廣東省婦女聯合會執委

岑麗儀

香港特區選舉委員會委員
廣東省政協委員

陳 勁

香港特區選舉委員會委員
四川省政協委員
公民體育會主席

貝鈞奇

海上傾倒物料上訴委員會主席
遼寧省政協委員

重慶市華商會副會長

孔令文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西九龍護青委員會主席

香港九龍城工商業聯會主席

梁 麟
(商號:龍昌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代表)

香港特區選舉委員會委員
廣東省東莞市政協委員
廣東省開平市政協委員

梁日昌

五屆海南省政協常委
五屆海南省政協港澳台僑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張學修

中國僑聯常委
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委員
集美大學常務校董、客座教授

林龍安

香港特區選舉委員會委員
廣東省政協委員

陳 勁(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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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全國工商聯(港澳)執行委員

張明敏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教育局)主席
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副主席

浙江省政協常委

陳仲尼

香港特區選舉委員會委員
廣東省政協常委

東莞市政協常委兼港澳委員召集人

王賜豪
(商號:同珍醬油罐頭有限公司代表)

職訓局出入口及批發業
──訓練委員會委員

廣州外商投資企業商會理事

歐陽雄萬

內蒙古自治區政協委員
內蒙古自治區海外聯誼會理事

陳玉仁

上海市政協委員
香港嶺南大學校董、諮議會副主席

袁光銘

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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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自1954年成立以來，與香港社會憂戚與共，與各界朋友一起經
歷着共同的經歷、感受着共同的感受。

商會是業界的平台，凝聚着業界的心聲， 「中出」希望可盡一分綿力，參與推動香
港經濟繼續向前。過去兩年，我們關注營商環境的變遷，帶領會員們走向大江南北，從
中尋找機會、發掘商機；我們關注香港產業的發展，着手進行 「創建香港的專業批發市
場」策略性發展研究，希望在目前面對經濟轉型的挑戰下，為製造業、批發零售業及進
出口貿易的發展提供參考。未來，我們將繼續關注不同經濟領域的發展，圍繞與進出口
貿易相關的課題展開研究。

商界又是社會的一分子，面對着其中的變幻， 「中出」希望可投入正能量，促進各界和睦共融。在
剛剛過去的2012年，我們更加參與了多項選舉工作，推舉代表參選特區選舉委員會、立法會乃至全國人
大代表，鞭策當選代表們致力為社會、為民生、為業界發出聲音。在正在到來的農曆新年，我們將聯同
香港海南商會主辦 「農曆新年煙花匯演」，為香港增添節日氣氛，與全港市民同樂。

「中出」深知，會員是商會最基本、最重要的元素；在新一屆會董會，我們着重設立了 「會員事務委
員會」，加強對會員的聯繫和服務。期待着更多進出口界或相關聯行業的朋友，加入 「中出」這一行列。

兩年前，在大家的支持下，我和會董會眾位兄弟姐妹開始擔起 「中出」這頭家；今年，感謝各位會
員的信任，讓我繼續在 「會長」這一職位上為大家服務、為業界及社會服務。 「中出」將一如既往，致
力推動經貿活動、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國家強大、香港社會和諧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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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語說：一箭易折，十箭難斷。只要齊心努力，就能創造出佳績；多謝 「就職典禮
籌委會」的成員們，在過去這一個多月短短時間內，群策群力，為我們籌備今天的典
禮，謝謝您們的付出！

我們明白，支持 「中出」會務發展的，不只是我們籌委會成員、不只是我們會董會
成員、不只是我們 「中出」的會員們；還有一直以來各界團體、各界朋友們的大力扶
持。點點滴滴令人深銘於心，藉今天就職典禮之際，向大家道聲：多謝晒！

會員們的同心協力、各界朋友的包容扶持，成就我們商會的發展。期望在未來的日
子裡，大家繼續同舟共濟，為國家、為香港謀發展，更創繁榮。

在這裡，我想代表 「中出」，衷心感謝梁振英行政長官、殷曉靜副主任等各位領導於萬忙中親臨典
禮！衷心感謝各位嘉賓、各方友好的支持指導！感謝會員們一直以來的積極參與！

莊成鑫

常務會董
許文博 楊位醒 何掌邦 黃富榮 余桂珍 李美辰 陳建年 李德剛 朱國基 陳沛良 彭楚夫 王紫雲 郭立邦 張英豪 單曉斌 吳漢樑 韓 兵 周浩鼎

會 董
單志明 黃明輝 吳亮星 陳健文 王天明 毛浩輯 何志豪 梁立勤 李永康 范仁達 盧 平 陳茂強 陳啟榮 李國明 黃達堂 羅少雄 鍾立強 廖宜春
鄭國基 游錦榮 平麗玲 柯佩汶 梁毓雄 李志強 楊元偉 張麗珍 楊凱榮 蔡德昇 蔡國璽 陳少山 葉振都 張洪鈞 許智達 余仲良 楊萬里 鍾志強
區艷龍 陶少初 尹圻灝 陳志華 陳燕堂 關國華 殷浩然 林宣武 陳余小春 伍國華 黃銘斌 林健根 譚學林 鄧祐才 溫幸平 林國超 張綺玲 藍寶珍
趙振邦 麥宜全 莊德仁 楊俊傑 何志盛 歐陽永基 梁文基 黃錦山 廖敬昌 楊 靜 張仲夫 梁毓偉 陳朗彥 許 嘉 樓家強 季霆剛

會務顧問 義務法律顧問
黃定光 李宗德 陳封平 鄭啟明 李志明 孔令文 陳啟榮

張學修

榮譽會長
曾憲梓 霍震寰 王敏剛 吳連烽 黃定光
李 歡 陳幼南 王國強 李宗德

永遠名譽會長
顏章根 陳玉仁 張學修 王賜豪

榮譽顧問
梁自強 楊惠德 楊東鈴 張恩霖 許文博
嚴日初 陳封平 李廣林 盧瑞安 羅 琅
鄭啟明 馮培漳 關亨時 余鵬春

永遠名譽顧問
陳章明 何焯輝 林龍安

榮譽參事
陳社倫 潘以和 韋子剛 唐乃勤 韋錦潮
何俊康 龍子明 彭煥棠 黃英豪 馬逢國
梁 池 楊位醒 單志明 黃明輝 曹宏威
伍 忠 楊志紅 許章榮 潘慶基

永遠名譽會董
陳 有 鍾銓培 徐成堯 梁香盈 劉偉健
簡樹秋 韓慶琪 張明敏 周厚立 盧妙玲
蔣麗芸 關國華 吳漢樑 溫幸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