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振英在講話中主要就經濟及房屋兩項作
了論述。他指，在經濟發展方面，特區政府會
全方位提升香港和內地省市的經貿關係，同時
會用好CEPA條文。尤其是與廣東這一香港很
重要的經貿合作夥伴，將繼續深化雙方之間的
合作，未來爭取將粵港框架協議內容延伸至泛
珠三角，擴大合作層面。同時成立金融發展局
，集中研究如何進一步發展金融業，在國家金
融事業進一步發展中，發揮香港金融業的獨特
優勢和作用。他又指，新一屆政府已加大在房
屋供應方面的努力，如在施政報告中提出七項
措施交代資助房屋供應；及十項措施增加短中
期的房屋土地供應，特區政府並將在這方面作
持續努力。

宋哲則在會上就 「總體國際形勢」、 「中
國外交大方向」和 「周邊問題」三方面作了報
告。他表示，中國將按照十八大精神，堅持 「
獨立自主，合作共贏」的外交方針，外交布局
亦將更為立體完善，穩中求進，進一步鞏固與
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合作關係，與周邊國家共
同營造穩定、繁榮、和諧的地區環境，共享繁
榮。他並指，對於一些多年遺留的領土主權和
海洋權益爭端問題，以和平大局為重，在尊重
歷史事實和國際法的基礎上，妥善處理有關問
題。他強調， 「我們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決心十
分堅定，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合法權益的
意志和決心也堅定不移，希望有關國家共
同努力。」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王
國強致辭時指出，2012年是中國歷史上重要一

年，十八大產生新一屆中央領導，將帶領中華
民族邁向偉大富強。不久前，特首梁振英發表
任內首份《施政報告》，積極回應民意，緊扣
「穩中求變，務實為民」的主題回應市民訴求

，從房屋土地供應、發展產業、扶貧安老、環
境保育等多方面，規劃了香港長遠發展，在解
決香港深層次問題方面邁出了重要步伐。他表
示，該會對施政報告深表支持，認為施政報告
當中提出的多項主要措施務實可行，具有遠見

，為香港帶來願景和希望。他相信香港在行政
長官領導下、在國家支持下，只要社會各界求
同存異、齊心協力，支持梁特首落實施政報告
提出的各項政策與藍圖，市民就能受惠於推動
經濟發展的成果，香港再創輝煌，明天一定會
更美好。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志紅
、專委主任江明熙擔任是場晚會的主持，逾
200位該會首長、會董及委員參與了活動。

廣東社總舉辦迎春晚會
梁振英宋哲出席分享 籲抓住發展新機遇

廠商會助港企拓內地市場

日前，由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辦
、該會專業人士委員會承辦的 「相約
未來 創造明天─迎春晚會」 在跑
馬地香港賽馬會隆重舉行。特首梁振
英及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應邀赴會
，與該會一眾同仁共同分享在未來的
日子裡如何抓住國家發展的新機遇，
實幹興港的心得。梁振英在會上呼籲
，眾志成城共創明天。他並將新一屆
特區政府在經濟、房屋和其他施
政方面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向大家
作了匯報。

本報記者 黃 閩

【本報訊】記者黃閩報道：香港中華廠商
聯合會舉辦的第47屆工展會再傳捷報，總銷售
額達七億港幣，刷新工展會銷售紀錄。日前該
會於灣仔浙江軒設宴答謝傳媒的支持，副會長
吳永嘉在致辭時表示，繼香港工展會之後，將
於4月27日至5月2日在廈門國際會展中心舉辦
「2013香港時尚產品博覽．福建廈門工展會」

，匯聚眾多歷史悠久及新興的香港名牌於一堂
，協助港商開拓內地市場。出席活動的還有該
會會長施榮懷、永遠名譽會長黃友嘉及行政總
裁梁世華等一眾高層。

4月底內地辦工展會
吳永嘉說，廈門工展會將設270個攤位，

包括香港名牌區、珠寶．服飾美容區、健康美
食區、生活家居精品區以及香港地道小吃區五
個主題專區。他又說，今屆有些不同，首次於
內地舉辦 「工展小姐」選舉，並邀明星蔡卓妍
代言，增添宣傳效果和氣氛。他亦表示，該會
非常歡迎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到特區政府將協
助商會在內地設立推廣香港品牌的展銷場地。
而經特首梁振英和港府協助，該會亦有望在湖
北武漢市建立 「工展會」的長期展廳。

吳永嘉續指，今次香港工展會期間遇到嚴
寒天氣，但參觀人士熱情未減，主辦方更推出
多招方便遊客的方法，包括首次推出寄存服務
，讓市民和遊客寄存大包小包的戰利品，輕鬆
遊逛會場，以及繼續提供跨境巴士服務，接載

旅客往返深圳灣口岸和工展會場。此外，今次
工展會再度傳遞愛心，撥出港幣310萬元予 「
工展顯關懷」資助計劃，幫助7700多個低收入
家庭及弱勢群體的人士。

今年9月，該會準備在新界葵涌運動場舉
辦 「第3屆香港食品嘉年華」，主題為 「健康
飲食與生活」，希望藉此打造新界最大型及展
期最長的戶外食品展覽會，同時向市民宣揚健
康飲食的信息。出席午宴者還有該會常務會董
兼展覽服務有限公司副主席李慧芬、劉文煒，
常務會董何煜榮，會董王樂得、張壽文、梁啟
洲、蔡少森，展覽服務有限公司總經理袁少華
、傳訊部主管黎玉美，展覽服務有限公司高級
經理陳嘉敏、王欣、詹麗蓉、溫施明等。

【本報訊】香港長沙商會第二次聯席座談
會及晚宴日前在灣仔佳寧娜潮州酒樓隆重舉行
。該會名譽會長鄭君旋、會長李秀恒、創會主
席鄧錦添，副會長張青、周安橋、歐陽曉晴、
胡珠、戴澤良等近50人歡聚一堂，全場高舉酒
杯，祝願長沙香港未來合作更緊密。

李秀恒致辭時表示，感謝各位同仁在過去
一年裡對商會的付出。新的一年即將到來，此
時正是享受過去成果，展望來年的好時刻，祝
願大家事業更上一層樓，萬事如意，身體健康。

鄧錦添首先預祝大家新年快樂並感謝各位
在百忙之中抽空出席當日的晚宴。鄧錦添介紹
，在香港長沙商會110位會董中，有逾30位是
來自長沙的企業家，因此商會希望搭建的平台
包括兩方面： 「跑出去」和 「引進來」。他說
，長沙作為中部城市，亦是高鐵的中心點。隨
高鐵時代的到來，兩地的交流將更加緊密，
他相信此時的長沙將迎來 「第二春」，希望兩
地互補不足，共同進步。鄧錦添還透露，商會
將於今年3月組織龐大企業家代表團到訪長沙
，尋找兩地合作機遇。

出席晚宴的尚有會董林國雄、李世慰、麥
雄、馬介欽、陸平國、王博文、黃震、鄭宗漢
、羅台泰、張良智、洪集懷、鄭會友、朱繼陶
、馬偉武、劉文煒、溫國揚、施傑柎、馬耀良
、張曉琴、李紅、張志文等。

另外，湖南省政府港澳辦港澳處處長王麗
文、湖南省湘潭市外事僑務辦主任陳利文、中
國銀行代表、中國香港商會代表等各界人士作
為嘉賓出席現場。

香港一直是長沙外資的主要來源地區。香
港長沙商會成立於2012年8月20日，成員涵蓋
各界人士，商會致力於在長沙和香港工商界間
搭建一個具有實力、有效能的互動平台，讓雙
方發揮優勢互補，在現有基礎上將兩地的合作
關係提升到一個新的層次。

長沙商會聯席座談商合作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
邀特首梁振英（前排
右七）及外交部駐港
特派員宋哲（前排右
五）出席分享，把握
國家發展新機遇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梁振英（中）與廣
東社團總會主席王國
強（右）及會長林建
岳在晚會上交談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香港中華
廠商聯合會
設宴答謝傳
媒

本報攝

▲李秀恒（前排左四）、鄭君旋（前排右二）、鄧錦添（前排右一）等與來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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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香港佛山工商聯會
鑽石青年團」、 「雋士會工商專業團
」日前攜手設宴接待訪港的 「佛山青
年商會」代表團。香港 「雋士會」與
「佛山青年商會」並簽署了 「締結友

好合作關係協議書」，奠定了香港 「
雋士會」與 「佛山青年商會」的工商
專業界青年會員今後在佛港兩地緊密
協作及發展的良好開始。

香港 「雋士會」創會主席、佛山
工商聯會副會長兼鑽石青年團團長何
綺蓮和 「佛山青年商會」副會長陸澤
昌代表兩會簽署協議。在場見證嘉賓
包括：佛山巿委統戰部副部長張健輝
、共青團佛山市委書記黃樹斌、佛山
海外聯誼會副秘書長徐彥林、佛山青
年商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蔡偉生、南海
青年商會會長陳耀然及兩位佛山政協

委員、香港佛山工商聯會副會長兼鑽
石青年團榮譽團長蘇祖耀、黎小明。

未來3年至5年是粵港融合的高速
增長期，佛山巿委統戰部副部長張建
輝致辭勉勵佛港兩地青年今後要互相
學習、深化友誼、把握機遇，藉粵港
融合這個契機，在事業和個人發展方
面，攜手共創雙蠃，並為促進佛港兩
地未來的美好發展而共同努力。

出席合作協議簽訂儀式的佛山嘉
賓尚有：佛山青年商會常務副秘書長
陳仕茵、佛山青年商會理事鄧讚朋；
港方代表則有：香港佛山工商聯會鑽
石青年團副團長兼秘書長李妙芬和區
倩文、副團長吳志釗，雋士會永遠名
譽會長何銘泰，雋士會常務副主席羅
民念、廖宇威、李兆麟、黃達強和何
永輝等。

雋士會與佛山青商結盟

【本報記者王榮平深圳電】中信
銀行（國際）有限公司 「信銀國際」
近日舉行一場別開生面的 「綠色烹飪
比賽」，旨在提高員工對綠色飲食的
認識。

「綠色烹飪比賽」為該行 「綠色
環保月」的其中一項活動。該行八位
高級管理層分為四隊，親自設計色香
味俱全的菜式，每道菜式的選材及烹
調皆按照低碳飲食的概念，盡量減低
能源消耗及碳排放，例如採用運送上
產生較低碳排放的本地有機菜蔬，以
及採取低耗能的烹煮方法等，以宣揚
節省能源信息。

比賽由行政總裁張小衛及資深大

廚擔任評判，就味道、賣相、創意及
綠色飲食意念評分。

經過一連串精彩的廚藝比拼，最
後由行政總裁辦公室總監劉月屏和營
運及資訊科技執行副總裁潘宇揚合組
的 「Zomund孖寶」隊，以及司庫陳
鏡沐及稽核總監李淑芬合組的 「
Low Carb Kitchen」隊同時奪得 「
至尊廚神獎」。

信銀國際在2013年1月舉行 「綠
色環保月」，在行內推行一系列的環
保活動，包括派發青蘋果及可循環再
用的環保年曆、家居減碳妙法講座、
5分鐘沐浴挑戰、生態導賞遊、關掉
計算機及節約用紙比賽等。

【本報訊】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
（ 「存保會」）與商業電台日前在將
軍澳東港城舉辦大型公眾教育活動 「
『包你有保障』巡迴大派對」，同場

又舉行存保會首屆 「彩色四格漫畫設
計比賽」頒獎禮。存保會主席陳黃穗
應邀擔任主禮嘉賓，大快活行政總裁
陳志成、香港著名漫畫家利志達等比
賽評審則任頒獎嘉賓。

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是獨立法定
機構，於2006年根據《存款保障計劃
條例》成立，為存款人提供保障，從
而加強銀行體系的穩健性。存保會又
致力舉辦推廣活動，早前推出新一輯
以 「包」為主題的電視廣告，深入民
心。該會又於去年9至11月期間，夥
拍商業電台舉辦大型公眾教育活動 「
『包你有保障』巡迴大派對」，以互

動形式向公眾推廣 「存保計劃」，從

而加深他們對存保計劃主要特點及保
障範圍的認識。

此外，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 「
存保會」）早前舉辦了 「彩色四格漫
畫設計比賽」，比賽以 「包你有保障
」為題，參賽者包括各大專院校以及
專業設計學院的同學，得獎者除可獲
現金獎外，作品亦印製在大快活的餐
墊紙上，並上載於存保會網站供各界
人士欣賞，活動現已圓滿結束。香港
知專設計學院學生劉廣豪榮獲冠軍，
香港理工大學學生劉燕儀，香港科技
大學學生陸姿穎，則分別取得亞軍、
季軍。

「存保會」特別感謝大快活的支
持，推出這項具創意的新猷，讓市民
從餐墊紙上活潑生動的漫畫，了解到
存保計劃的保障範圍及存保會的運作
，提高大眾對存款保障計劃的信心。

信銀國際辦綠色烹飪賽

存保會四格漫畫賽頒獎

▲香港 「雋士會」 創會主席何綺蓮（前排左）與 「佛山青年商會」 副會
長陸澤昌（前排右）代表兩會簽合作協議

▲陳志成（左一）、陳黃穗（左二）、利志達（右一）與得獎同學合照

▲信銀國際行政總裁張小衛（右一）與參與 「綠色烹飪比賽」 隊伍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