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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各區工商聯癸巳年新春聯歡晚會

【本報訊】記者黃閩報道：3月
25日至3月27日，香港中華廠商聯
合會一行五十一人代表團在全國政
協委員、該會會長施榮懷及中聯辦副
主任、代表團榮譽顧問殷曉靜的帶領
下，前赴廣西多個主要城市包括南寧
市、東興市、欽州市及北海市等，作
為期三日的高層次訪問。其間，代表
團分別拜訪廣西自治區書記彭清華及
各市的主要領導，並馬不停蹄地考察
了多個產業園區，以進一步認識當地
投資環境。

抵達廣西南寧市後，代表團參觀廣西規劃
館，隨即出席 「廣西投資環境重點園區情況介
紹會」，會上廣西自治區黨委常委、統戰部部
長范曉莉及廣西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張曉欽發表
講話。防城港市委書記劉正東、欽州市市長李
新元、南寧市副市長石文懷及北海市副市長劉
宏武等領導，向代表團介紹廣西各市的最新發
展情況及轄下園區的投資環境。

同日下午，廣西壯族自治區書記彭清華會
見代表團，出席領導包括副書記陳武、秘書長
余遠輝等。彭書記於會上稱，廣西天然資源豐
富，與香港地域、語言、習俗相近，鄰近東盟
多個國家，具備有利的區位優勢。現正加強基
礎設施建設，以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希望
日後廣西與港商加強合作，互補不足，實現
互利共贏。施榮懷會長回應指，現時港商正
進行產業轉型，並積極在內地尋找新的投資
設廠地點；廣西無論在語言以至生活習慣均與
香港相近，加上區位的優勢，尤其是彭書記具
豐富的香港工作經驗，這些將是港商選擇未來
投資地的新亮點。

會議完畢後，施會長代表該會與北海市副

市長劉宏武簽署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施會
長代表該會捐助港幣一百萬元予百色市，援助
受冰雹影響的災民；而會員施榮怡代表恒通資
源集團有限公司捐助港幣五百萬元予南寧市。
晚上，代表團出席廣西自治區書記彭清華所設
的招待晚宴。

3月26日，代表團前往南寧五象新區，考
察南寧保稅物流中心及聽取南寧五象新區總部
基地規劃情況介紹、代表團續參觀廣西體育中
心及聽取南寧五象新區項目介紹。中午，南寧
市市長周紅波會見及宴請代表團。下午，代表
團分別前往東興市參觀國門口岸、考察東興國
際旅遊集散中心及於欽州市考察中馬欽州產業
園。晚上，代表團出席欽州市常務副市長高樸
所設的招待晚宴。

3月27日，代表團前往北海工業園，參觀
北海電子產業園展廳、中電北海電子產業園及
於鐵山港臨海工業區參觀誠德集團廠區、中石
化廠區及鐵山港深水碼頭。中午，代表團出席

了北海市委書記王小東所設的歡迎午宴。下
午，代表團參觀北海市著名旅遊景點北海銀
灘。晚上，代表團離開廣西返港，結束為期三
日的訪問。

是次廠商會高層代表團團長為會長施榮
懷，榮譽顧問為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主任殷
曉靜，顧問為恒通資源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
席施子清、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協調部副部長
郭亨斌，副團長為副會長吳永嘉、徐炳光、楊
志雄、吳清煥及名譽會長曾金城，嘉賓為中央
政府駐港聯絡辦協調部副處長徐小林及殷曉靜
副主任秘書程婧，行政總裁梁世華，團員包括
常務會董李慧芬、張胡詠琚、劉文煒、黎其方
及戴澤良，會董劉相尚、盧金榮、余德明、
吳國安、陳長有（曉暉）及羅台秦，餐飲服務
業委員會主席符策雄，金融服務業委員會主席
羅程剛，婦女委員會主席趙鍾月琼及副主席陳
陳燕兒，青年委員會委員何永輝及會員梁承傑
及廠商會職員等。

▲施榮懷（前排右）代表廠商會與北海市副市長劉宏武簽署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本報攝

▲彭清華書記（前排左七）等領導與代表團全體合影 本報攝

【本報訊】記者黃穎雅報道：全港各區工
商聯日前假尖沙咀港景匯商場煌府酒樓，舉行
癸巳年新春聯歡晚會，晚會筵開二十六席，賓
客滿堂。中聯辦副主任林武應邀任主禮嘉賓，
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劉寧、港島工作部處
長陳旭斌；醫療輔助隊總監許偉光；油尖旺區

議會副主席高寶齡；全港各界工商聯15屆會長
李鋈麟、14屆會長吳為贊；全港各區工商聯會
董、香港觀塘工商業聯合會榮譽會長廖漢輝；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常務會長李鋈發；廣
東省工商聯業聯合會秘書長李漢峰，與來自內
地的工商友好，社會賢達約三百人暢聚聯誼，

同賀癸已蛇年，共拓商機。
新任會長李鋈麟在會上致辭表示，工商聯

成立於一九九三年，至今已有十五年。該會在
創會會長楊孫西以及上任會長吳為贊領導下，
與內地風雨同路，幾經波折才發展至今天的
成就，這與各位的共同努力拓展會務是分不
開的。回顧過去一年該會不斷開拓進取，今年
亦將秉承創新價值、回饋社會的宗旨，為香港
經濟、社會繁榮穩定作出新貢獻，也希望大家
在聯歡晚會上 「食得滿意，玩得開心」。

吳為贊說，該會過去一年，積極拓展會
務，成立數個分會，又加強與內地及各地交流
互訪，共拓商機。拓展會務的同時，該會為推
動香港的經濟繁榮作出貢獻，支持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為本港的長遠發展出謀獻策。吳為贊
相信，該會在新一屆會長帶領下，會務定能再
創輝煌。

會長及嘉賓致辭後，台上嘉賓又舉行醒獅
點睛及簪花掛紅儀式，祝願全港工商聯百業興
旺，並祝會務興旺。席間活動繽紛多姿，既有
交換禮品及大抽獎，又有嘉賓表演，以及由香
港專業財經分析及評論家協會主席藺常念為業
界來賓主持講座，分析本港經濟樓市的何去何
從。

香港中小企促進聯會新春聯歡

▲主禮嘉賓與來賓大合照 本報攝

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春茗 友好歡聚迎蛇年
【本報訊】記者黃穎雅報道：一元復始，

萬象更新。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日前假美麗華
酒店舉行2013新春團拜晚宴。中聯辦協調部部
長高級助理李新樂、處長李文慎、緬甸領事館
總領事Mr. Wai Lwin Than，與該會會長李沛
良、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鍾志平、香港工商專業
聯會主席黃友嘉，以及各界友好歡聚一堂，同
賀春節。會長李沛良代表該會，祝願各界友好
蛇年大展鴻圖，繼續保持龍頭優勢，造福社
會。

會長李沛良致辭表示，新年是中國人最重
要的節日，有歡聚團圓、慶祝豐收和展望未來
的意思，該會每年一度舉行春茗，正是與各位
友好聚首一堂，團聚交流的好機會。一年之計
在於春，總領事Mr. Wai Lwin Than在專題講
座上，為大家介紹緬甸的經濟發展，工業環境
和投資商機，期望為大家帶來新機遇。在該會
前會長和執委的默默耕耘和努力支持下，過去
一年是協會豐收的一年，多項工作獲各界一致
認同，對該會是一個莫大的鼓舞。在各位前會

長建立的良好基礎下，協會和核下委員會蛇年
亦計劃了一連串活動。緬甸總領事Mr. Wai
Lwin Than則主持專題講座。

會長李沛良向每位來賓大派利是，祝賀來
年吉祥如意。該會榮譽顧問林健鋒、梁君彥；
榮譽會長陳少琼、劉展灝、徐鳴翔、何志佳；

當然顧問顏顏寶鈴；常務副會長張華強、副會
長李錦雄；基金會會長蘇永強，副會長史立德
，常委陳文、許國光，青委會主席王浩東；香
港工業總會總裁蘇家碧，副主席鄭文聰、郭振
華等，以及各商會社團、大專院校等友好亦派
員出席。

▲會長李沛良與榮譽顧問、榮譽會長、執委、基金會成員及青委
會主席合照

▲會長李沛良（左）
致送紀念品與緬甸總
領 事 Mr. Wai Lwin
Than（右）

【本報訊】記者方成報道：日
前，香港中小企促進聯會假銅鑼灣
世貿中心會舉行春節聯歡晚宴。中
聯辦教科部副巡視員紀建軍、副處
長葉水球，南澳洲政府商務專員詹
慧蘭，廣州越秀區政協、博愛醫院
總理李志峰，香港中小企商會聯席
會議創會主席黃鵬緒等應邀出席，與
該會會長林國雄，副會長黃水晶、
王澤翰、徐錦全、陳建鴻，秘書長林
振南，副秘書長黃景輝等近百人歡聚
一堂，共賀新禧。

據悉，香港中小企促進聯會目前
有企業會員近100家，成員近500人，
為來自各行各業的精英，其中包括餐
飲、零售、品牌、商業推廣、印刷、
廣告、成藥及健康食品等商戶。

林國雄致歡迎辭。他介紹該會是
一個非牟利組織，通過各種不同的活

動，為中小企建立平台，拓展商機。
他呼籲會員多參加活動，多提寶貴意
見，該會將為大家組織更多更好的活
動。最後，林國雄祝大家蛇年萬事如
意，身體健康。

紀建軍從百忙中撥冗參加晚宴，
他祝願聯會越辦越紅火，為香港、為
國家多作貢獻。大會還特邀香港中小
企商會聯席會議創會主席黃鵬緒分享
「中國內銷實戰攻略」。他認為就算

沒有讀過經濟學，只要用心研究顧
客的需求，一樣可以成為成功的生
意人。他指出如果要做中國內銷，需
明白內地顧客的需要，了解內地的地
理形勢和營銷渠道。

與會香港中小企促進聯會執行委員
包括：馬伯昌、周達興、李文、陳健、
張賢君、朱偉紅、李靜芬、余裕民、
楊飛義、徐錦強、龔倩雯等。

▲春節聯歡宴會上，林國雄（右五）等該會首長與來賓合影
本報記者方成攝

潮州商會邀華道賢座談團結建港

【本報訊】香港潮州商會推出 「團
結建港」座談會以來，獲得廣泛好評，
3月26日於會所大禮堂舉行了第6場座談
會，邀請香港演藝學院華道賢校長到
會，與會董及同仁分享他出任校長的
心得體會，對培養香港演藝界人才的
期盼，以及如何提高香港演藝的專業
性及實用性。

周振基會長首先致歡迎辭，他介
紹了本次座談會嘉賓華道賢校長。華
道賢校長來自澳洲，從事教育工作超
過30年，多年來接觸不同文化及不同
背景人士，積極推動社區參與演藝活
動。他經常穿梭中國、印尼和新加坡
進行學術交流。周會長感謝華道賢校
長百忙之中撥冗蒞會，為該會介紹香
港演藝學院的最新情況。華道賢校長
對香港潮州商會給予機會，邀他共同
探討香港的演藝發展前景感到十分高
興和欣慰，認為這是演藝學院踏出與
社區結合的良好一步。周振基會長表
示，弘揚文化是香港潮州商會立會宗旨
之一，同仁向來對香港的文化事業甚為
關注，並在演藝學院設立獎學金，給予
支持。

座談會上，常務會董張俊勇、會

董蕭楚基、陳偉泉、吳炎松、胡楚南、
吳茂松等，就演藝學院會否確立亞洲
區內演藝中心；如何培養學生藝術專
長；學生接受專業藝術技能訓練之餘
如何拓展創作空間；應否利用毗鄰內地
的有利地理優勢發掘內地演藝專才；以
及與演藝界保持緊密聯繫，為學生創
造更多實習機會等提出多方面問題，
一一獲得華道賢校長的周詳解答。周
振基會長向華道賢校長提出一個前瞻
性問題：20年後回到澳洲，人們怎樣
記得他這個曾經在香港從事演藝事業
的人？華道賢校長高興地說，他很感激
香港演藝學院給他貢獻藝術的機會，他
會記得香港這座充滿活力的城市，20
年後他已70多歲，他相信香港演藝界
精英會記得他曾經為香港出過力，因
為香港給他留下很好很強烈的印象。

香港潮州商會第48屆會董會推出
「團結建港」系列座談會以來，分別

邀請了特首梁振英、公務員事務局鄧
國威局長、瑞安集團羅康瑞主席、香
港科技大學陳繁昌校長、立法會田北
辰議員等任嘉賓，與同仁分享他們的
成功經驗。每場座談會均出現賓主互
動，積極為香港的發展建言獻策的熱烈
氣氛。未來還有立法會林健鋒議員、立
法會曾鈺成主席、全國人大代表王敏
剛、香港迪士尼樂園金民豪總裁等嘉
賓到會。

出席座談會的還有：胡劍江、
林宣亮、陳智文、陳蕙婷、張俊勇、
黃順源、馬僑生、方平、黃進達、
葉振南、蔡少洲、周博軒、蕭成財、
高明東、蕭楚基、陳偉泉、胡炎松、
陳德寧、馬照祥、胡楚南、柯成睦、
魏偉明、陳森利、鄭捷明、黃志建、
陳生好、趙錦章、周厚立、吳茂松、
張少鵬、陳育明、余秋偉、李志強、
許慶得、陳澤華、劉鑾鴻、陳志強、
鄭敬凱、鄭毓和、賴冠霖、陳祖詠
等。

▲周振基會長（右）與華道賢校長
（左二）對談。左一為翻譯（副校
長許文超）

▲出席團結建港座談會嘉賓與首長會董合照

【本報訊】香港食品業總會早前
假中總俱樂部舉行二零一三至二零一
五年度正副會長及常務會董選舉，由
該會名譽法律顧問代表陳漢標律師負責
監票，結果投票選出洪克協為會長，陳
建年、劉耀輝、王柏源及蔡大鈞為副
會長，李歡為常務會董。新一屆常務
會董將於四月一日正式上任。

洪克協曾擔任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第三十六屆會長。現出任的公職包括：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永遠名譽會長、大
珠三角商務委員會委員、香港．日本經
濟委員會委員、中國香港（地區）商

會─廣東永遠名譽會長。洪會長為英
國特許會計師。

香港食品業總會於一九八四年成
立，為一獨立及非牟利團體，旨在協
調本港食品業的聯繫及維護本港食品
業的共同利益。會員包括本港主要食
品業團體與廠商，計有米業、糖類、鹽
業、食油業、醬料涼果、糖果麵包、麵
粉、罐頭、洋酒、飲食業等。

二零一三至二零一五年度常務會
董會名單如下：會長洪克協、副會長
陳建年、劉耀輝、王柏源、蔡大鈞；
常務會董李歡。

洪克協榮任香港食品業總會新一屆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