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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泉州台商投資區同鄉總會
第二屆永遠榮譽顧問 永遠名譽會長 名譽會長 顧問芳名

永遠榮譽顧問：
高 胡 楊海章 楊孫西 施子清 林廣兆 林樹哲 盧文端 曾文仲 盧溫勝 白水清 陳聰聰 顏純炯 林錦發 楊東成
永遠名譽會長：
曾鈺成 李慧琼 梁美芬 蘇千墅 顏金煒 吳天賜 黃達群 駱大川 孫少鋒 康瑪水 洪建築 楊建山 徐偉福 張上頂 林玉昆
王錦彪 方東洛 張偉泰 鍾保家 許榮金 劉與量 陳燕南 陳慶輝 佘明聰 蔡 毅 林黎明 林文僑 劉正慶 劉本全 陳民興
鄭春木 駱啟發 鄭榮華 陳文輝 莊啟明 曾漢元 楊少青 張明星 黃飛虎 施維雄 陳秋平
名譽會長：
張鐵巖 莊清宣 張錦川 柯孫培 謝燕川 陳祖江 葉振強 楊萬年 楊大田 王文森 楊長江 楊良田 莊榮樹 鄭國祥 郭亨耀
吳振江 林佩華 曾榮萱 許錦森 詹漢欽
顧 問：
駱漢生 林炳煌 楊錦聰 陳武昌 姜玉堆 李世平 謝漢秀 鄭達觀 張清珍 林玉炎
義務法律顧問：王珮玲律師

第二屆董事會組織架構
會 長：王萬材
常務副會長：楊建平 駱 鋼 方東洛 王錦彪 駱育智 洪惠明 王珮玲 鍾保家 黃 凱 洪漢良
副 會 長：駱大川 林玉昆 駱漢池 吳敏旋 汪茂蔚 黃錦山 林煒國 洪惠仁 鄭嘉豪 駱永龍 郭美霞 莊秋民 黃建國 黃安鴻
秘 書 長：楊競初 副秘書長：陳武昌 駱漢耀
總務部主任：林江平 副主任：楊業波 鄭世川 福 利 部 主 任：鄭忠進 副主任：黃國浪 黃麗清
財務部主任：吳振江 副主任：汪茂蔚（兼）黃玉珊 康 樂 部 主 任：張淵源 副主任：楊以握 楊碧燦
發展部主任：鄭榮川 副主任：劉秀芬 黃國濤 青 年 部 主 任：駱燦陽 副主任：楊漢煌 王德聖
宣傳部主任：李九鼎 副主任：王濱洋 楊建章 婦 女 部 主 任：林惠瓊 副主任：曾麗雲 楊春景
公關部主任：楊業平 副主任：黃龍輝 楊章華 社會事務部主任：呂山河 副主任：黃思濃 謝漢秀
工商部主任：駱燦煌 副主任：駱 弘 楊少波 稽 核 部 主 任：鄭建加 副主任：莊榮伙 楊世心
董 事：楊錦聰 林佩華 曾榮萱 許錦森 詹漢欽 駱永華 陳家振 楊少宏 曾燕輝 楊柏青 楊文川 鄭達觀 陳瑞霞 楊金山

曾秀慧 陳金山 陳文彰 張青山 鄭丁海 蘇佳輝 蘇維禮 陳一平

會長王萬材先生致辭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嘉賓、鄉親們：
大家好！
春回大地，萬象更新。在春暖花開的美好季節，今晚我們歡

聚一堂，隆重慶祝香港泉州台商投資區同鄉總會第二屆董事會就
職典禮。我謹代表香港泉州台商投資區同鄉總會全體同仁，向光
臨今晚盛會的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和鄉親們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衷心感謝！

我會是伴隨着家鄉新成立一個 「泉州台商投資區」而應運而生的。作為一個新成
立的社團，本會一直得到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香港福建社團聯會、華閩集團、
香港泉州市同鄉總會和家鄉各級領導的親切關懷和指導，也得到海內外兄弟社團、社
會賢達和父老鄉親的熱情支持和關愛。值此機會，我代表本會向他們致以崇高的敬
意！

兩年多來，我們堅持愛國、愛港、愛鄉的宗旨，廣泛團結鄉親，增進鄉誼，本會
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鄉會的隊伍不斷壯大。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積極參加
香港的社會經濟活動。2011年，我會捐資贊助香港舉行國慶煙花大匯演。增進與兄弟
社團的友好往來，並且組團赴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澳門等地方參加鄉親社團
的聯誼交流活動，促進旅居各國鄉親的聯絡。加強與內地的交流合作，造福桑梓。
2012年，我會幾位同仁共捐資二千七百萬元人民幣，給家鄉泉州台商投資區作慈善事
業。他們這種關心家鄉人民，熱心公益事業的善舉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反響和一致讚
揚。我會成立時間雖短，但已呈現出生氣勃勃的喜人局面。

展望未來，新一屆董事會必須把握好以下三個工作方向：其一、作為同鄉聯誼的
互助團體，我們必須堅持以鄉親為本，團結鄉親，包容共濟，努力為會員和鄉親多謀
福利。其二、作為愛國、愛港、愛鄉的社團組織，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擁護中央政府
對香港實行的各項方針政策，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香港的繁榮穩定貢獻力量，
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共享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其三、作為一個加強海內外交流合
作的聯絡平台，我們必須熱心參與家鄉的經濟建設和社會公益事業，為促進閩港交流
合作，促進海峽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最後恭祝大家身體健康，事業興旺，家庭幸福，萬事如意！
謝謝大家！

香港泉州台商投資區同鄉總會簡介
地處海峽西岸中部的泉州市是著名的僑鄉，而且台灣漢族同胞中約有九百多萬人祖

籍是泉州。2009年5月，國務院頒發的《關於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
意見》明確提出要新設立泉州台商投資區。2010年3月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 「泉州台
商投資區」。2012年1月國務院正式批准設立泉州台商投資區，屬於國家級的台商投資和
經濟技術開發區，2012年7月國務院正式批准為相當於副廳級。泉州台商投資區爭取10年
後形成產值超千億元的新的經濟增長值，並成為全國最開放、最優惠、最高效的台商投
資區。

泉州台商投資區籍定居香港的鄉親多達近十萬人，這麼多鄉親需要有一個聯絡活動
平台。為了適應家鄉形勢的變化，響應廣大鄉親的要求，我會自2009年10月開始進行籌
備，2010年7月正式向香港公司註冊處註冊成立一間 「香港泉州台商投資區同鄉總會有限
公司」。2010年10月6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隆重舉行第一屆董事會就職典禮。中央人民
政府駐港聯絡辦、中共福建省委統戰部、福建省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香港福建社團聯
會、華閩集團有限公司、泉州台商投資區等單位的有關領導蒞臨擔任慶典的主禮嘉賓。
中聯辦和省、市、區、縣、鎮的各級領導、香港愛國社團的領袖和海內外鄉親紛紛發來
賀辭、賀信。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和香港泉州市同鄉總會接納我會為該會的團體會員。

我會是非牟利社團組織，其宗旨是堅持愛國、愛港、愛鄉的優良傳統，團結鄉親，
增進鄉誼，關心及支持家鄉的經濟發展和公益事業，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香
港的穩定發展和祖國的繁榮昌盛多做貢獻。

我會的會員有數百名，第一屆董事有89名董事，其中正副會長有29名，而且老中青搭
配，領導班子的結構是較合理的。會長王萬材是香港著名的愛國社會賢達，出任香港福建
同鄉會監事長、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常務會董、香港泉州市同鄉總會永遠名譽會長等職。

我會成立兩年來，真誠擁護祖國的基本方針政策，遵行香港 「基本法」，全力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愛國愛港人士參與香港各級議會選舉。2010年6月19日，我會組
織數百名會員，滿懷激情地參加香港 「政制向前走大聯盟」的大規模集會遊行，以實際
行動支持特區政府推行政改方案。我會參加人數之多，受到社會各界的好評。我會熱情
接待內地省、市、區、縣、鎮的各級訪港領導和鄉親，並組織同仁們多次回內地訪問考
察、洽談投資項目。2012年我會幾位同仁共捐資2千7百萬元人民幣給家鄉作慈善事業、
其中常務副會長駱鋼先生捐資2千萬元人民幣，我會還捐資支持閩西的抗災工作，並捐
資贊助香港舉行2011年國慶煙花匯演。我會成立的時間不長，已經呈現出生氣勃勃的局
面，顯示強大的生命力。

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中華海外聯誼會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協調部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台灣事務部
政協福建省委員會
中共福建省委統戰部
福建省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
福建省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
福建省歸國華僑聯合會
華閩（集團）有限公司
中共泉州市委員會
泉州市人民政府
泉州台商投資區黨工委
泉州台商投資區管委會
中共惠安縣委員會
惠安縣人民政府
中共惠安縣委統戰部
中共泉州市泉港區委員會
泉州市泉港區人民政府
中共東園鎮委員會
東園鎮人民政府
中共洛陽鎮委員會

洛陽鎮人民政府
中共張鎮委員會
張鎮人民政府
中共百崎回族鄉委員會
百崎鄉人民政府
泉州台商投資區歸國華僑聯合會
張鎮歸國華僑聯合會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旅港福建商會
香港福建同鄉會
香港福建體育會
香港廈門聯誼總會
香港泉州市同鄉總會
香港福建三明聯會
澳門惠安同鄉會
香港泉州慈善促進總會
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
香港惠安同鄉總會
香港晉江同鄉會
石獅市旅港同鄉公會
香港泉州同鄉會
香港南安公會

香港永春同鄉會
香港安溪同鄉會
德化縣居港人士同鄉會
香港福建永安聯誼會
旅港溜江同鄉會
福建中學校友會
香港集美校友會
培元中學香港校友會
中南廣場有限公司
瑞榮工程有限公司
王珮玲律師事務所

主 禮 嘉 賓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教育科技部副部長 莫錦強先生

中共福建省委統戰部部務會議成員、辦公室主任 姚佑波先生

福建省僑務辦公室副主任 鄧倫成先生

泉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長 周真平女士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 林廣兆先生

泉州台商投資區黨工委書記 吳漢宗先生

華閩(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丁炳華先生

惠安縣副縣長 黃松友先生

賀辭／賀信

聯名祝賀芳名
黃保欣
原全國政協委員施子清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林樹哲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林廣兆
原全國政協常委楊孫西
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香港立法會議員李慧
香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
香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
香港泉州市同鄉總會會長陳亨利
陳金烈
盧文端
姚加環
顏金煒
陳榮旋
蘇千墅
顏純
黃毅輝
黃達群
施展望
柯達權

林銘森
郭金發
曾漢源
劉與量
沈墨同
劉正慶
楊大田
駱啟發
楊良田
徐偉福
張上頂
丁良輝
詩人駱愉
林黎明
方東洛
鄭春木
鄭榮華
羅興祥
楊華陽
鄭亞鵬
鄭國祥

莊清宣
郭亨耀
莊榮樹
陳文輝
陳民興
莊清河
洪泰山
黃 凱
楊少青

（排名不分先後）

原中共福建省委常委丶省委組織部長高胡
中共泉州市委書記黃少萍
泉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長陳榮洲
中共泉州市委常委、秘書長、統戰部長翁祖根
泉州台商投資區黨工委書記吳漢宗
惠安縣人民政府副縣長黃松友
菲律濱菲華商聯總會名譽理事長楊海章
菲律濱惠安公會總會理事長王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