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鄧韻妍：桂林國際旅遊勝
地建設為港商帶來巨大的商機，3月28
日，桂林市市長黃俊華表示， 「根據《
規劃綱要》，我們將於2020年基本建成
桂林國際旅遊勝地，與全國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同步」。

當天，桂林市委、市政府假尖沙咀
香格里拉酒店舉行 「桂林國際旅遊勝地
建設」新聞發布會，公布了建設桂林國
際旅遊勝地的相關規劃和建設情況。

黃俊華市長表示，2012年11月1日
，經國務院同意，國家發改委正式批覆
了《桂林國際旅遊勝地建設發展規劃綱
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明確
了桂林國際旅遊勝地建設發展的總體要
求，即按照世界水準、國際一流、國內
領先的要求，打造世界級的旅遊城市和

國際旅遊目的地，實現城市功能提升、
城鄉協調發展、旅遊龍頭帶動、產業全
面振興、以城帶鄉、產業融合、生態環
保的發展格局。

今年是桂林市全面啟動國際旅遊勝
地建設的第一年，如何開好局、起好步
，至關重要。對此，黃俊華用 「千里之
行，始於足下」這句古語進行了表述。
桂林市今年將集中力量辦好幾件大事：
一是辦好一系列重大節日活動，包括舉
辦第七屆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亞太旅
遊協會旅遊趨勢與展望國際論壇、第四
屆桂林國際山水文化旅遊節、第四屆桂
林國際旅遊博覽會等。二是啟動實施 「
環境整治工程」，包括提升城市管理水
準，整治市容交通環境，優化城市投資
軟環境等。三是啟動實施 「北通南暢工
程」，優化城市交通網絡。

據悉，打造桂林國際旅遊勝地、建
設美麗桂林之重頭戲是桂林世界旅遊城
，它以臨桂新區為依託，發展人口約
100萬人，發展規模約200平方公里，將
集聚古今中外旅遊元素之大成，以旅遊
、文化產業為主導，建成為世界旅遊產
業集群區，成為功能完善的綜合性旅遊
新城區，成為桂林國際旅遊目的地和遊
客集散地的新增長極，成為帶動廣西旅
遊業發展的新引擎。

與此同時，桂林以灕江風景名勝區
最優質資源為核心，申請第二期 「中國
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遺產，已獲重大
進展，灕江即將躋身聯合國世界自然遺
產行列。

灕江申遺即將突破
桂林冀打造國際旅遊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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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僑媛會成立
【本報訊】香港僑媛會日前在龍堡國際

賓館舉行成立暨第一屆董事會就職典禮，邀
得中聯辦原副主任陳鳳英、香港基本法委員
會副主任梁愛詩、立法會議員譚耀宗、中華
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副主席王榮寶、香港特
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中聯辦
協調部副部長廖勛、中聯辦新界工作部部長
高級助理何平主禮。

該會創會主席區艷龍致詞時表示，第一
屆的會董會就職以後，各人都不會鬆懈，會
在群策群力的前提下，積極發展會務，努力
將香港僑媛會這個婦女大家庭成為社會上支
柱之一。她指所有婦女都可以成為香港僑媛
會家庭的成員，一起攜手為這個家而努力，
愛護這個家，更把這個家的溫暖送到社會上
每一個角落，與社會各界共同分享。

香港僑媛會是由一班擁有共同志向及抱
負的愛國愛港婦女組織成立，目的在凝聚各
階層婦女的智慧和力量、提升婦女在社會及
家庭的重要性、發揮婦女在社會的積極作用
、維護婦女應有權益、建設和諧家庭、和諧
社會及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等。在接近一年的
籌備期間，姊妹們多次參加不同社區舉辦的
關心民生及有助社會和諧的聯誼活動，強化
僑媛會發展方向。希望從組織各項聯誼活動
中，鼓勵會員熱心參與社會事務及推動義工
服務，帶動家人及朋友，發揮互助互愛精神
，回饋社會。

▲桂林市市長黃俊華表示，桂林將舉
全市之力全力組織實施好《規劃綱要
》，高起點、高水準、高標準推進桂
林國際旅遊勝地建設

深福建商會十年慶暨第四屆理監事就職禮
【本報記者王榮平深圳報道】深圳市

福建商會日前在深圳會展中心隆重舉行商
會成立十周年暨第四屆理監事就職典禮活
動。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主席林
樹哲，全國政協委員商會創會會長李賢義
、全國政協委員、深圳政協主席王穗明、
深圳統戰部長張思平、深圳市原副市長卓
欽銳、福建政協副主席張燮飛、福建工商
聯主席王光運、副主席陳峰、商會會長李
建超、理事長許明金、監事長黃祖仁、秘
書長吳天轉、商會全體會員及嘉賓1600多
人參加當晚典禮。

十年來，商會在創會會長李賢義為首

的領導班子帶領下，牽線搭橋，為全國各
地政府的招商引資提供舞台和便利；尋覓
商機，組織考察、招商會、為企業產業轉
移提供便利。服務會員，維護會員合法權
益，做好政府和民企的溝通橋樑，大愛無
疆，建學校、建醫院、修橋造路，回饋社
會、回報桑梓，造福社會。

商會全體會員在廣東投資總額已達上
萬億元，回閩故鄉投資3000多億元。為社
會公益捐贈善款達30多億元，得到社會的
讚譽、政府的認可。商會有百多名企業家
被選全國、省、地、市、縣的政協委員和
人大代表，這是商會的光榮。

▲深圳市福建商會第四屆理監事就職典禮啟動儀式

▲桂林市委、市政府在港舉行 「桂林國際旅遊勝地建設」 新聞發布會

▲主禮嘉賓與香港僑媛會第一屆董事會成員合影

責任編輯：黃小燕

東 莞 塘 廈 三 正 半 山 酒 店 舉 行 「地 球
一小時」熄燈活動，以實際行動，號召環保，
支持環保。活動當晚20:30-21:30期間，酒店
關閉了外部及公共區域的照明設備，並舉行簡
單而有意義的愛心傳遞儀式，以愛的名義傳遞
環保理念，為地球祈願。

東莞市環境保護局塘廈分局副局長周亮光
、塘廈三正半山酒店執行總經理張和生、各大
知名媒體、東莞電視台全國粵語主持人大賽欄
目組、酒店客人及其他環保人士參與了活動。
周亮光副局長和張和生分別致詞，由此拉開塘
廈三正半山酒店 「地球一小時」活動序幕。
20:30，在參與者的倒數聲中，酒店準時熄滅
相關照明設備。周亮光副局長點起第一支心型
蠟燭，並以愛的名義傳遞給張和生和媒體代表
及客人代表。據悉，當晚，樟木頭三正半山酒

店和橋頭三正半山酒店在20:30-21:30也準時
熄燈，同步進行 「地球一小時」活動。

王榮平

澳門十六浦度假村日前（3月18日至
3月20日）一連三天共四場假新皇宮海鮮
舫舉行 「澳門十六浦五周年誌慶員工聚
餐」，與各員工團隊同慶澳門十六浦度
假村開業五周年。

澳門十六浦度假村主席蘇樹輝博士
、行政總裁楊海成及澳博董事梁安琪等
出席3月18日的宴會，與員工歡聚一堂，
當晚並舉行2012年第四季 「優秀員工頒
獎典禮」，20名來自不同部門的同事憑
藉出色的工作表現獲得嘉許，各獲頒發
優秀員工獎狀及現金獎。

主席蘇樹輝致詞時，以「貪新愛舊」
來形容十六浦獨有的優勢；他指出 「貪
新」方面，十六浦是內港唯一的大型綜
合度假村，也是全澳唯一臨河興建的酒
店，設有全亞洲唯一的MJ珍品廊，並率
先引入法國著名品牌 「索菲特」（Sofitel）
為酒店管理； 「愛舊」方面，十六浦位
於擁有豐富歷史的內港，積極配合澳門

政府重建舊城區計劃。他表示，對於員
工，十六浦也是一樣的 「貪新愛舊」，
公司歡迎新員工加入之際，也為現有員
工提供培訓和晉升機會，他勉勵員工再
接再厲，將 「澳門十六浦」發展成為一
個家傳戶曉的品牌。

行政總裁楊海成代表董事局讚揚全
體員工的專業精神和工作熱誠，鼓勵員
工與公司共同建立更優質的服務文化。
他說，十六浦業績按年穩步增長，持續
向好，而十六浦索菲特酒店也剛榮獲
2012年索菲特亞太區最佳酒店；回顧過
去五年，十六浦舉辦過不少大型活動如
MJ內地巡迴展、名人珍品拍賣會及除夕
倒數演唱會等，皆深獲好評。同時，楊
海成還提到十六浦第三期發展項目，將
包括一座娛樂消閒綜合大樓，提供商場
、娛樂及餐飲設施，為客人帶來更多優
越的新體驗。晚宴期間設有幸運大抽獎，
場面歡欣熱鬧，各員工均盡興而歸。

▲十六浦度假村酒店主席蘇樹輝博士（左六）、行政總裁楊海成（左七）及澳
博董事梁安琪（左五）與一眾管理層及嘉賓在台上祝酒共慶十六浦五周年

三正半山酒店響應熄燈活動

▲塘廈三正半山酒店 「地球一小時」 現場
，大家踴躍點燃蠟燭，為地球祈願

工銀亞洲全力支持香港藝術節
贊助閉幕演出《非凡威爾第》

工銀亞洲作為關注文化藝術發展的機
構，剛完成贊助第41屆香港藝術節閉幕演
出《非凡威爾第》，該演出已於三月二十
二日圓滿結束。

工銀亞洲今次獨家贊助此精彩音樂會
，此為紀念偉大歌劇作曲家威爾第，其憑
藉傑出才華和勤奮的寫作，將古典歌劇推
向了一個新的歷史高峰，與工銀亞洲的雄
厚實力和積極進取經營理念不謀而合。工
銀亞洲董事長兼行政總裁陳愛平表示： 「
工銀亞洲作為全球市值最大銀行中國工商
銀行的海外旗艦，該行堅持以創新為主導
，快速提升核心競爭力，增強網上銀行以
至高端跨境客戶服務，目前為本地主要金
融機構之一。」

工銀亞洲邀請了尊貴客戶一同欣賞閉
幕演出，既可與客戶保持緊密交流，亦為
回饋客戶對該行的長期支持。為隆重其事
，工銀亞洲於演出當晚舉辦慶祝酒會，由
董事長兼行政總裁陳愛平主持，應邀出席
者包括政府主要官員、香港藝術節代表及
尊貴客戶。

今年適逢意大利歌劇作曲家威爾第誕
辰二百周年，香港藝術節特別安排閉幕演
出《非凡威爾第》，邀請歐洲現存最古老

的歌劇院──聖卡洛歌劇院（威爾第於此
發表其首部歌劇）樂團與合唱團呈獻多首
精心挑選的威爾第作品，包括來自《拿布

果》、《西西里晚禱》及《萊尼亞諾戰役》
等歌劇之序曲和合唱選段，並由意大利著
名指揮羅拔圖．阿巴度領導此演出。

▲第四十一屆香港藝術節閉幕演出祝酒典禮主禮嘉賓：（由左至右）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署長馮程淑儀，工銀亞洲董事長兼行政總裁陳愛平，香港藝術節協會執行
委員會委員及節目委員會主席紀大衛教授，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香港賽馬會董
事鄭維志博士，以及香港藝術節行政總監何嘉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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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鴻基地產旗下新地會早前進行一
項香港家庭專題調查，透過探索香港家
庭最期望及不期望家人說的話和做的事
，讓香港人了解家人的內心想法，促進
家人之間的溝通及拉近雙方距離。新地
會隨機抽樣電話訪問545位18歲或以上的
港人，綜合了家庭中四個角色（丈夫、
妻子、父母及子女）心目中80句最想和
最不想聽的說話，以及80件最想和最不
想對方做的事。是次調查發現香港家庭
重視健康生活及內在美，想得到家人認
同及支持。

新地會董事總經理謝文娟表示： 「
新地會秉承新地 『以心建家』的精神，
每年透過不同主題推動愛家生活，過去
一年我們以 『全情愛家』為題，鼓勵港
人及逾31萬會員全心全意愛家人，孕育
出細水長流的感情。繼全港性的溫情故
事及攝影比賽活動後，我們進行香港家

庭專題調查，了解港人對家人的期望，
以助增進彼此的感情，建構美好社會。」

謝文娟續稱： 「一句說話或一個動
作都可以令對方充滿力量，從今天起就
為摯愛的生活增添力量。我們希望藉
是次調查結果，作為港人與家人相處的
溫馨小提示，每天跟摯愛說一些表示認
同與支持的說話，建立一段細水長流的
感情。」

父母關注下一代內在美
謝文娟稱： 「調查發現父母重視孩

子的內在美，逾四成港父母期望子女擁
有高尚品德及認真的處事態度，首三項
港父母想子女做的事包括 『做事努力認
真』（52%）、 『成為一個品格良好的
人』（46%）及 『做個對社會有貢獻的
人』（40%）。三成以上父母期望聽到
子女說 『我已經懂事了，你不用再擔心
』（31%）的說話，以及不想子女 『不

懂得尊重人、經常黑面、不瞅不睬』（
42%），希望他們早日成長。」

記事簿洋溢愛家精神
為更廣泛推廣愛家精神，新地會將

是次調研所收集的香港家庭「愛與不愛」
，連同早前活動徵集到的溫情片語，結
集成 「有情蜜語」記事簿，鼓勵香港人
透過日常小改變成就 「有情」生活。

新地會網站：www.shkpclub.com

新地會香港家庭專題調查結果公布

▲新地會董事總經理謝文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