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會首長包括：創會會長林樹哲、盧溫勝
，會長顏純炯，監事長曾琦，副監事長楊集文
、陳伯安、王大治，秘書長劉與量，司庫丁良
輝，副秘書長周珊珊、郭金發等。

顏純炯報告了該會去年會務工作，包括：
一、接管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的淨資產
，作為創會基金；二、於2012年1月份參與協
辦由國僑辦和香港僑界社團聯會主辦的 「文化
中國．四海同春」文藝晚會；三、於2012年2

月29日舉行壬辰年新春聯歡宴會，逾500位閩
省各級政協委員、各界嘉賓歡聚一堂，開懷暢
敘；四、於5月2日宴請福建省政協副主席、省
委統戰部部長雷春美，省委統戰部副部長莊奕
賢、處長章正樣一行；五、參與協辦及以港幣
30萬元贊助 「我愛你，香港」慶祝香港回歸祖
國15周年──著名青年歌唱家陳思思演唱會；
六、5月27日至31日，會長顏純炯、監事長曾
琦首次組團到台中、台北進行2012台灣文化之

旅；七、參加省政協考察團訪問江蘇；八、與
港區閩籍區議員聯合組織逾百位委員於8月11
日至13日赴福建考察；九、9月17日，與香港
福建社團聯會設宴熱烈歡迎訪港的福建省政協
副主席、省委統戰部部長雷春美一行；十、於
5月和10月份舉行兩次國情研修班等。

顏純炯續說，該會積極參與去年的多場選
舉，並取得良好成績，得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中聯辦和福建省領導的充分肯定和勉勵。
該會將繼續積極舉辦各種會務活動，團結各級
政協委員，吸納新委員加入本會，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為家鄉海西建設，為家鄉的跨越
發展、科學發展，奉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福建政協港區委員開會
顏純炯報告會務 林樹哲盧溫勝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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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黃穎雅報道：由
灣仔白鶴長者樂園主辦、香港松柏之
星慈善會合辦、灣仔區議會贊助的 「
龍鳳呈祥賀團年」敬老晚宴，日前在
中環金鐘道名都酒樓順利舉行。灣仔
民政事務助理專員吳慧鈞；中聯辦港
島工作部科長劉小平；灣仔警民關係
主任郭美森總督察；灣仔區議會副主
席吳錦津、撥款及財務委員會主席鄭
琴淵；灣仔白鶴長者樂園會長何福注
、主席范光宗；香港松柏之星慈善會
主席趙偉勝；灣仔區議會議員鄭其建
；香港公益金之友灣仔區主席王文漢
；贊助人衍權、陳志成等應邀出席，
場面熱鬧溫馨。

趙偉勝代表何福注致辭表示，兩
會成立宗旨是為區內長者提供服務，
兩會近年合辦賀年晚宴，得到區議會
的鼎力支持，以及長者們的熱心參與
，是日筵開逾三十席，十分難得。他
感謝各界支持，專為長者提供養生健
康心得及活動訊息的《松鶴延年養生
篇》才得以順利出版，期望各界日後
繼續關注支持，將養生篇繼續辦下
去。

吳錦津說，去年公布的一項全港
快樂指數顯示，灣仔區快樂指數全港
稱冠，灣仔區長者又較多，區議會希
望與兩會繼續合作，為長者提供更多
服務，共建和諧社區。

【本報訊】記者黃閩報道：新
城市管理服務有限公司日前假中環
美心大酒樓舉行該公司成立25周年誌
慶典禮，出席活動的主要嘉賓有立
法會議員葉國謙，中聯辦港島工作
部副部長劉林，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副主席周安達源，金紫荊勳賢鍾沛
林，中西區區議會主席葉永成等。
該公司董事會主席楊鴻耀致詞時承
諾，將肩負自己的承擔，把 「新城
市」打造成優質服務品牌，讓公司
業務不斷向前推進。

當晚筵開40餘席，近500位各界
賓客、員工家屬歡聚一堂，共同見
證公司邁入新里程。楊鴻耀回顧當
初從一個人一張寫字，到2人夫妻
檔，再租用正式寫字樓，發展至今
擁有管理近200幢各類型大型物業，

具備專業物業經理、工程師、測量
師、會計師等各級專業人才。此間
即有艱辛亦充滿了機遇，印證了 「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道理。他並
衷心感謝前線員工及各級職員的努
力和付出，感謝大廈法團及業主所
給予機會，感謝所有給予 「新城市
」支持的人們。

葉國謙、劉林、鍾沛林均在致
詞時指，該公司用自己真誠的付出
，換來了大家的認可。相信該公司
在下一個25年，一定能夠取得更輝煌
的成就。

事業成功不忘回饋社會，新城
市管理服務有限公司在儀式中捐出25
萬元贈予保良局，用以幫助社會上
弱勢社群，這一慷慨無私的義舉贏
得全場熱烈的掌聲。

【本報訊】記者曹思佳報道：本月5日下
午，由咸寧市政府、咸寧廣東商會邀請美國
南加州大學老齡科學應用研究與管理學院國
際教育交流總監兼諮詢科技總監伍燕美、美
國南加州大學駐北京辦事處主任趙海平等人
到達湖北咸寧商議就美國南加州大學與湖北
科技學院合作辦學進行為期兩天的考察以及
交流。本次考察受到咸寧市政府高度重視，
副市長鎮方松、湖北科技學院黨委書記夏再
興、副院長鍾儒剛、市委副秘書長、市職教
（集團）學校黨委書記王澤人、市政府副秘
書長袁國華、咸寧廣東商會會長蘇建志、咸
寧廣東商會理事長陳超等人全程陪同並參與
了活動。

湖北科技學院在2011年經教育部同意原
咸寧學院更名為湖北科技學院。歷經75年的
風雨滄桑，湖北科技學院已建設成為一所規
模結構較為合理，教學品質優秀，教學、科
研、服務均得到社會高度評價，在國內外具
有一定知名度的綜合性大學。而美國南加州
大學成立於1880年，在美國大學排名榜第23
位，南加州大學老齡科學應用研究與管理學
院成立於1975年，是世界排名第一的老齡科
學研究學院。副院長鍾儒剛表示： 「湖北科
技學院作為與美國南加州大學老齡科學應用
研究與管理學院合作的院校，倍感榮耀。中
國即將邁入老齡社會，到2050年，老齡人口
估計達到4億多，對於老齡學科的研究，勢在
必行。我認為，關於老齡科學研究現今的方
向有：探索生命衰老與抗衰老、老齡服務與
研究、老齡社會問題研究等。我院有完整的
、先進的醫學醫療研究設備，也擁有一流的
醫學醫療相關師資力量，目前在湖北省處於

明顯的領先地位。事實上，南加州大學和我
們學院的合作是正確的，更是唯一的，至少
現在就老齡科學應用研究與管理這一塊，我
們學院是有一定經驗以及想法的，是走在全
國前列的。」

咸寧市副市長鎮方松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 「我受咸寧市委市政府任書記、丁市長的
委託，很高興能與美國的朋友會面。咸寧，
有非常好的區位優勢、交通優勢、生態環
境優勢，對於本次合作，正好可以說是自然
天成。咸寧現在作為中國的示範園林城市，
正進行綠色崛起，我們政府一貫堅持拒絕污
染，保持生態自然綠化，為宜居、宜學、旅
遊等創造非常環保、優美的環境。我代表市

政府表態：真心誠意的歡迎美國高校進駐咸
寧和我市高校進行合作交流。」

本次考察活動的主辦方咸寧碧桂園房產
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蘇建志表示： 「咸寧位
於三個省會城市中間的交通樞紐，具有地利
優勢，湖北科技學院的師資以及設備力量對
於本次合作也是充滿信心，這次國際性高校
合作佔據天時地利人和，作為咸寧廣東商
會會長級單位，一定會大力支持本次合作的
引進以及相關工作部署，有市政府以及咸
寧廣東商會的大力支撐，被認為此合作專案
的投資及實施具有絕對的可行性、可靠性、
穩定性。」

香港紫金聯誼會成立至今十九載
，即將迎來第九屆理監事就職典禮。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紫金聯誼會首席
會長簡松年希望，團結近十萬在港紫
金籍鄉親的力量，發揚 「守望相助、
精誠團結」的客家精神，與時並進，
開拓進取，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家鄉
的建設發展作出更大的努力。

為港為家鄉作更大貢獻
3月17日，香港紫金聯誼會將於

新界元朗富臨皇宮舉行2013年春節聯
歡晚會暨第9屆理監事就職典禮。簡
松年首席會長日前接受本報記者訪問
時說，香港紫金聯誼會成立十九年來
，秉承交流鄉情、聯絡鄉誼、服務桑
梓、辦好福利的宗旨，旅港鄉賢愛國
愛港愛鄉，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為香港的繁榮穩
定、家鄉的經濟建設做出應有的貢獻
。為了更好地團結、凝聚旅港鄉親，
香港紫金聯誼會每年舉辦各樣聯誼活
動，均得到鄉親們積極參與、大力支
持；同時，廣大旅港鄉賢情繫桑梓，
熱心公益事業，香港紫金聯誼會開展
「獎學金計劃」，獎勵的金額雖然不

多，旨在鼓勵成績優秀的紫金子弟，
傳承客家精神。

要讀書要脫貧靠自己
客家人崇文重教，生活再窮再苦

，也要讓小孩讀書。簡松年說， 「『
耕讀』是家裡的祖訓，指是日頭耕田
，夜裡讀書。小時候家裡非常窮苦，
自己9歲時父親離世，剩下母親一人
做小販養家餬口。要讀書，只能靠自
己自力更生，平日上課、讀書，周末
就到酒樓做適仔（服務生），寒暑假
則每日4、5點起來做點心，賣點心，
幫補家裡，賺取學費、書本費。」他

頓一頓，續說道 「生長在香港最窮苦
的五、六十年代，那個年代告訴我窮
苦人家出生，要想成功，必定要奮發
圖強，靠知識脫貧。」

捐千萬家鄉助學助醫
待簡松年事業上稍有成績時，他

不忘家鄉的窮困，教育、醫療等各項
事業的落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始至
今，他個人已為家鄉捐贈近千萬金額
：建教學大樓、傷殘院、圖書館、設
立獎學金等等。他向記者坦誠道， 「
我從事的是服務行業，並沒有多少錢
。可位於窮困山區的家鄉紫金，民眾
們讀書難，看病難，我能做的是希望
下一代能靠知識脫貧。」簡松年常返
家鄉，和學子們分享心得時說： 「我
得（行），點解（為什麼）你們不得
（行），成功要靠自己，要脫貧，先
治愚！」

近日，剛從北京開完兩會回來的
簡松年，又開始幫忙為興建家鄉的中
醫院籌錢，他表示要建一間大型、正
規的中醫院，預計需要兩、三千萬，
「我知道難度很大，不急，一步步

來，一點點籌錢，一路路去擴建。」
他一雙明亮的眼睛向前方望去 「能做
一點是一點。」

凝聚力量 發揚客家精神
─訪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紫金聯誼會首席會長簡松年

本報記者 方成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紫金聯誼會
首席會長簡松年 本報記者方成攝

日前，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2012年周年會員大會日前在香港福建社團會所舉行
。會長顏純炯報告2012年會務，並感謝各位鄉賢會員在過去一年的支持及關心，希望大家
未來繼續關心及支持各項會務活動，攜手並肩為該會發展而不懈努力。

本報記者 黃閩

▲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舉行2012年周年會員大會合影 本報記者黃閩攝

灣仔白鶴樂園新春敬老

新城市管理公司慶銀禧
▲ 左起：新城市

管理服務副總裁
楊綺、葉永成、
鍾沛林、楊賽芳
、葉國謙、楊鴻
耀、周安達源、
劉林、梁偉權共
同為威風醒獅簪
花掛紅

本報記者
黃 閩攝

南加州大學高層湖北科技學院考察

▲主禮嘉賓頒發高齡長者利是後合照留念 本報記者黃穎雅攝

【本報訊】香港華僑華人總會日前在山頂
帝景園會所舉行聚賀新春晚會。會長李碧與
主席梁淦基、古宣輝、陳金烈、陳進強、李常
盛，監事長蘇金碧等老中青歡聚一堂，互賀新
春吉祥，暢述總會歷史，歡談今後發展，同時
高歌助興，氣氛和諧歡樂。亞洲文化企業董事
長杜志濱，中聯辦協調部孫崗，香港中原華商

總會主席李金松、香港揭陽僑聯聯誼會主席葉
樹林等應邀參加了活動。

會長李碧首先衷心感謝大家的支持，祝
與會者蛇年大吉，身體健康，她表示，僑總成
立二十年來不斷發展壯大，新的一年，在大家
努力下，愛國愛港會務將薪火相傳，更好發
展。

監事長蘇金碧代表僑總理監事會致祝酒辭
，與會者同舉杯，祝香港繁榮祖國富強，祝各
位事業興旺，祝僑總會務蒸蒸日上。

古宣輝、梁淦基、陳金烈、陳進強、李常
盛主席分別向大家拜年，並表示，很高興參加
團拜聯歡，大家增感情，攜手辦好僑總。相信
僑總在李碧會長帶領下，會務將更上一層樓
，今後會發揮更大作用。

僑總名譽會長、青年委員會主席李根泰，
秘書長張逸芳等介紹了青委會會務，表示將秉
承愛國愛港傳統，多發展會員，為社會多做
事。

該會名譽會長、秘書長黃惠山主持晚會，
永遠名譽會長蔡碧強，常務副秘書長張仁忠，
副秘書長林秋明等也先後分享了參與僑總會務
心得。

杜志濱說，自己是僑總會務發展的見證人
，相信有良好基礎的僑總新年將進一步創新發
展。

晚會與會者還包括：僑總榮譽會長林慧卿
，永遠名譽會長王錦彪，名譽會長呂良民、張
惠娟、林智華、程燕、蕭麗英、李達生、王穗
英、陳華岳、李常修，名譽顧問張佑仲、莊衛
漢、張瑞境，副會長陳志煒、蒙美玲、羅清源
，常務副秘書長崔大林、鄭玉蘭等。

華僑華人總會新春歡聚

▲前排左起：陳進強、李常盛、李碧、杜志濱、古宣輝、葉樹林、陳金烈、梁淦基等聚
賀新春

▲左起：陳超、
伍燕美、鎮方松
、趙海平、蘇建
志合影留念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