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九機械電器儀器業商會春節聯歡
余汝文方剛蔣麗芸袁武黃健敏吳其英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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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社團聯會接待黑龍江商貿團

【本報訊】記者黃穎雅報道：港
九機械電器儀器業商會日前假旺角倫
敦大酒樓舉行春節聯歡，賓客滿堂。
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余汝文、立
法會議員方剛、蔣麗芸、香港中華總
商會副會長袁武任主禮嘉賓，廣州市
總商會副會長黃健敏；原廣州市政
協聯絡委員會副主任吳其英亦專程
赴會，與兩地友好工商團體相互交
流，暢聚情誼，同賀新春。

原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周志榮；中聯辦九
龍工作部處長林琨瑯；油尖旺民政事務處聯絡
主任主管（北）鄺家權；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
榮譽會長張成雄；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
吳清煥；香港中華總商會油尖旺聯絡處主任
鍾偉平；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總幹事丘
東；油尖旺區議會議員孔昭華；香港遼寧協
聯會永遠榮譽會長陳壽同；九龍西區各界協會
副會長關惠明；中信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陳國
強。該會永遠榮譽會長周熾昌、麥燦煜、蔡堅
、吳乙順、廖新南、何其揚；副會長鄭達賢、
余桂珍、呂啟成、雷運河等領導亦有出席。

鄧燾致辭表示，該會在過去一年與香港各
界共同慶祝香港回歸十五周年，共同見證香港

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 「一國兩制」實踐取
得舉世公認的成功，香港特區政府成功換屆，
行政長官梁振英上任以來，帶領新一屆特區政
府奮發進取，務實有為，致力改善民生，促進
社會和諧，施政方向獲得社會廣泛認同，而國
家領導人對行政長官梁振英和特區政府工作亦
給予充分肯定。中共 「十八大」成功召開，確
立了國家未來發展方向，也給香港帶來新機遇，
他相信香港明天一定和祖國一樣越來越好。

堅持辦好會務
鄧燾又說，該會自成立以來，始終秉承創

會宗旨，堅持為會員辦好事、辦實事的方針，
積極聯繫各界，參與各項社會活動。展望新一
年，期望該會繼續團結一致，共同努力做好各
項會務工作，與全港市民一起配合和支持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共建和諧美好社區，為確保香
港的長期繁榮穩定，為實現總書記習近平所描
繪的 「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多做一些實事，多貢獻一分力量。

余汝文說，該會成立以來積極參與香港社
會事務，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香港的繁
榮穩定作出應有貢獻，相信在新一屆會董及領
導帶領下，該會一定有一番新景象。他說，過
去一年全球經濟不景氣，中國經濟增長依然保
持在百分之七點八，這成績實在來之不易。而
十八大和兩會成功召開，國家新一屆領導人相

繼確立，未來將全面改進社會步伐，一定會為
大力推進、支持改革開放，以民為本，為國家
未來建成小康社會。而過去一年香港雖受到全
球經濟影響，但作為三大支柱的行業仍穩步上
升。他勉勵特區政府要把握這個契機，改變香
港的深層次矛盾，穩定香港局面，這對香港市
民亦是福氣。

▲鄧燾（右）致送紀念品予余汝文副部
長（左） 本報攝

▲主禮嘉賓與該會首長大合照 本報攝

九龍的士車主聯會新一屆執委就職

香港台山商會理監事就職暨春節聯歡
【本報訊】記者黃穎雅報道：靈蛇獻瑞，

吉兆豐年。香港台山商會日前假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新翼三樓大會堂舉行該會第二十屆理監事
暨會員2013（癸巳）年春節聯歡大會，晚會
筵開176席，賓客滿堂。廣東省江門市市委
常委、人民政府常務副市長黃悅勝；廣東省
台山市市委書記謝伯欣親臨香港主禮，晚會筵
開一百七十六席。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副主席李
歡、香港肝癌基金會創辦人及主席黎冬平，該
會理事長林詒永，監事長林國籌，與各社團領
導及五邑地區友好約二千人共聚桑梓情誼，場
面盛大歡愉。

林詒永說，黃悅勝副市長博學多才，在江
門市及鄰近地區擔任行政領導工作超過二十年，
經驗豐富，務實進取，深受各界人士讚頌。近
年江門市委市政府積極帶領五邑地區發展經濟
及各項建設，極力促進工商業繁榮，又將交通
建設及改善民生作為首要任務。謝伯欣書記多
年來一直勤政親民，為台山市經濟、民生、教
育、衛生等領域的發展作出卓越貢獻。他深信
台山的明天一定會更美好。

王悅勝則讚揚該會成立以來締結桑梓情
誼，發揚互助精神，熱心公益和社會福利事
業，為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重要貢獻。他說，
江門市和台山市正在推行海洋經濟發展，台山
市正位處發展區中，將成為今次發展的重點地

區之一，今年初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書記到
江門市調研，對海洋經濟發展前景給予充分
肯定，相信將來港珠澳大橋開通後，定能為
江門、台山兩市帶來難得的發展機遇，他期望
該會與家鄉共同為珠三角、粵港澳發展、 「一
國兩制」以及家鄉發展出謀獻策。

謝伯欣說，該會成立以來，一直秉承恭
敬桑梓、報效家鄉的宗旨，關心和支持家鄉
建設。改革開放以來，該會更是想家鄉之所
想，捐家鄉之所需，捐資總額近2億元，為家
鄉經濟社會發作出重大貢獻，他希望該會未來
繼續支持家鄉發展，積極引領廣大旅外鄉親，
參與到工業新城和廣海灣兩大平台建設以及海
洋經濟發展，攜手推動台山經濟社會發展。

會上又頒發理監事證書、互換紀念品及支
票遞交儀式。該會分別捐贈人民幣一百六十萬
予 「台山市特殊教育中心」，捐贈人民幣一百
五十萬予 「台山市斗山鎮太和醫院」，又捐贈
港幣五十萬元予 「香港肝癌基金會」。席間活
動繽紛多姿，賓客滿載而歸。該會第二十屆首
長理監事名單如下：理事長林詒永、副理事長
陳中偉、林國堅；監事長林國籌、副監事長陳
國球、雷灼南。常務理事兼總務主任彭全歡、
副總務主任黃樹斌；財務主任陳中賢、副財務
主任鄺能恩；教育主任雷庭蓀、副教育主任黃
嘉純。僑務主任黃民英、副僑務主任湯開揚；
福利主任伍鴻深、副福利主任黃碩儒；文際主
任劉祥來，副交際主任陳浩波等。

▲主禮嘉賓與商會新一屆理監事大合照 本報攝

【本報訊】記者黃閩報道：日前，香港福
建社團聯會盛情接待黑龍江省政協台港澳僑聯
絡和外事委主任王佩杰率領的代表團一行，出
席活動的包括該會副主席盧溫勝、蘇千墅、姚
加環及常務副秘書長劉與量等。會面時，王佩
杰熱情邀請福建社團聯會參加5月11日在深圳
紫荊山莊舉行的 「黑龍江省政協港澳委員深圳
座談會」，共商合作與發展。盧溫勝高興地

接受邀請並表示，該會與黑龍江省感情及淵
源深厚，一定會全力支持配合黑龍江省招商
引資活動，創造共贏的機會。

盧溫勝首先代表林樹哲主席歡迎客人一
行的到訪。接，他在介紹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基本情況時指，居港閩籍鄉親擁有110萬人，
該會因應香港回歸而成立，16年來在歷屆主
席的帶領下及全體會員的努力下，實力和影
響力不斷提升，已成為本港一支愛國愛港愛
鄉的中堅力量。他回憶起10年前在林樹哲主
席的帶領下前往黑龍江考察參觀，那一片藍
天、白雲、黑土地及濃郁的北國風情令人印
象深刻。他表示，黑龍江省與該會分屬老朋
友，許多閩籍鄉親在那裡投資興業，有機會
一定再次前往參訪。

王佩杰說，10年前林樹哲主席組團訪龍
省，帶去了開放的新氣象，對當地影響深遠。
經過這麼多年的密切交流，大家之間的了解及
感情日益深厚。她並介紹了黑龍江省作為一個
糧食、煤礦及森林等多種資源大省，以及與俄
羅斯接壤等區位優勢，希望能夠加強合作，共
同發展。

出席是場活動的代表團一行還包括黑龍江
省政協台港澳僑聯絡和外事委副主任韓冰、辦
公室主任孫平，黑河市政協主席趙桂英、招商
局局長孫世英，綏芬河綜合保稅區經濟貿易發
展局局長劉建奎，撫遠縣副縣長韓雅杰、招商
局局長鄭偉等。

◀本身從事物流業的副秘書長劉與量（左
一）對綏芬河綜合經濟保稅區頗感興趣，
隨即取過地圖認真觀看，旁為綏芬河綜合
保稅區經濟貿易發展局局長劉建奎（左二）
及盧溫勝 本報攝

▲賓主互贈紀念品 本報攝

【本報訊】九龍的士車主聯會日
前假海逸皇宮酒樓，盛大舉行 「第十
八屆執行委員就職典禮暨成立卅七周
年會慶」，特區政府運輸署署長楊何
蓓茵、立法會議員易志明、環境保護
署助理署長莫偉全出席主禮，與該會新
一屆執行委員會主席溫卓明等首長、
委員、同業友好逾千人歡聚一堂，同
申慶賀。

儀式上，楊何蓓茵為新一屆執委
主持監誓，易志明頒發選任證書，運
輸署助理署長蘇祐安頒發感謝狀予
2012年 「車不拾遺」六位優秀司機。
出席的嘉賓尚有陳國柱總工程師、李
大偉總督察等。

溫卓明榮膺執委主席
溫卓明致歡迎詞時表示，得到各

會長及眾執委信任與支持，獲選為新
一屆的主席，深感榮幸，亦感責任重
大，任重道遠。他表示將懷戰戰兢
兢，以謙卑學習的態度，竭盡所能履
行該會一貫的宗旨，為會員爭取更好
的營運環境，更多的合理權益，希望
會員鼎力支持，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
服務。

溫卓明續指，為改善本港空氣
質素，支持環保，該會連同業界成
功向政府爭取今年內撥出1.5億元，
為全港每輛的士免費更換催化器及
含氧感知器；近數月來，有匪徒利
用的士從事非法勾當，包括濫收車
資、拒載揀客等，更有強搶旅客行
李的犯案行為，他呼籲警方嚴厲執
法，打擊犯罪分子，支持對違法者
施以重罰，同時，該會定一如既往

與旅遊發展局、立法會議員、警方
防止罪案科保持密切聯繫，共同維
護香港國際城市的好聲譽。最後，
他衷心感謝任太平會長二十多年的
艱苦辛勞，為的士業界貢獻良多，
為該會的發展奠下穩固的基礎。

楊何蓓茵喜見業界積極改善服務
主禮嘉賓楊何蓓茵、易志明、莫

偉全分別致詞。楊何蓓茵表示，該會
一直與政府保持緊密及良好的合作關
係，擔當一個促進政府與的士業界溝
通的重要角色。講到的士行業持續健
康發展，她表示不是單指的士業的生
意及的士服務質素，的士司機本身的
身心健康亦同樣重要。她表示很高興
見到的士業界最近積極參與試驗電動
的士、混能的士，亦探討引進新可供
輪椅上落的士，從多元化的角度去發
展及改善的士服務。她深信業界以這
種精神，共同開展有利行業健康發展
的措施，必定可以令香港的士服務進
一步改善。

大會並舉行致贈紀念品儀式，由
副主席楊錦明代表致謝詞。九龍的士
車主聯會第十八屆成員包括：董事局
主席陳正能，副主席葉昌華、楊錦明、
杜啟祥；執行委員會主席溫卓明，副
主席任太平、葉昌華（兼）、楊錦明
（兼）；及永遠會董、各部首長余蔭
泉、林蘇、彭松金、梁錦波、王文泉、
簡偉中、梁輝橋、麥濟華、李安、
呂文耀、謝華堂、鍾昌堅、周家旋、
謝國泰、黃柏安、黃光業、關劍雲、
鄧偉文；以及法律顧問劉健儀和會計
顧問劉國權會計師事務所。

▲九龍的士車主聯會新屆執行委員就職典禮上，賓主合影

香港鶴山同鄉會春節聯歡
【本報訊】香港鶴山同鄉會於日前

假北角富臨皇宮舉行 「二零一三（癸巳
年）春節聯歡、敬老、勵學大會」。當
晚筵開一百二十席，賓主互賀新春，
共敘鄉情友情，同謀發展大計，酒會
場面熱鬧，喜氣洋洋，盛況勝往年。

當晚江門市委、市人民政府副市
長易中強，江門市政協副主席、統戰
部長林錦清，鶴山市委書記、市人大
常委會主任郭偉，鶴山市委副書記、
市長伍宇雄，鶴山市政協主席、蔡衛
建，鶴山（香港）婦女兒童慈善基金
會創會會長李紹鴻教授等多位鶴山市
領導及鄉賢共五十多人，與一眾嘉賓蒞
臨慶賀，本會執行會長楊明標博士，會
長劉兆銘先生、扶煊，理事長呂榮駒，
副理事長李純熙、李玉麟、任榮照、
麥炳球，監事長呂振祥、副監事長馮
廣源、李澤裕及眾理監事在場迎迓，
過千位鶴山鄉親和嘉賓齊聚一堂，同
申賀忱。

理事長呂榮駒致歡迎辭時報告了
香港鶴山同鄉會的敬老勵學活動，今
年共有六十六位同學獲發勵學獎金，

成績彪炳。另外香港鶴山同鄉會向出
席當晚聯歡晚宴而又超過九十歲的四
十二位長者致送金飾紀念品及利是一
封，而當晚最年長的一位女士有一百
零二歲，最年長的一位男士亦有九十
九歲，由此印證 「鶴山乃長壽之鄉」
之美譽。呂榮駒亦簡介了香港鶴山同
鄉會在過往一年所參與的多項慈善活
動及捐贈，並同時向東華三院鶴山學
校余校長領導的全體教職員送上感謝
及敬意。

鶴山市市長伍宇雄亦發表講話，
感謝香港鶴山同鄉會和旅港鄉親，一
直以來對鶴山發展不遺餘力，並介紹
近年家鄉經濟情況和未來發展大計。
他表示，鶴山的發展有賴旅港鄉親的
鼎力支持，希望今後一如以往繼續支
持鶴山的社會經濟發展，參與家鄉的
慈善公益活動，為加強鶴港兩地的合
作和發展再作貢獻。接江門市委、
市人民政府副市長易中強、鶴山市委
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郭偉及江門
市政協副主席、統戰部長林錦清向本
會致送紀念品。

▲香港鶴山同鄉會舉行 「二零一三（癸巳年）春節聯歡、敬老、勵學大會」 ，
主席台上賓主合影

廠商會委任黃靜文為行政總裁
【本報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廠商會）宣布委任黃靜文為該會新
任行政總裁，由今年7月1日起生效，
接替將於8月1日離任的行政總裁梁世
華。

廠商會會長施榮懷歡迎黃靜文加
入廠商會出任行政總裁。他表示，黃
靜文1990年加入政務職系，並於2009年
獲行政長官於政治任命制度下委任為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任期由2009
年11月至2012年6月。黃靜文具豐富公
共行政經驗，曾在多個決策局及政府
部門服務，作風務實、處事穩重，兼
具出色的管理及溝通技巧，相信在她
的優秀領導下，秘書處必能切實執行
各項會務政策，積極協助會員開拓海
內外市場及建立品牌，促進廠商會長

遠及持續的發展。
黃靜文曾於民政事務總署、政務

司司長辦公室、前工商及科技局、前
貿易署、前工商科及前經濟科任職。
她在擔任前貿易署助理署長期間，負
責統籌香港參與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有關
關稅和政府採購的事宜。而在前工商及
科技局擔任首席助理秘書長期間，其工
作包括協助香港資訊科技業界開拓商
機，以及推動社會各界廣泛應用資訊
科技。黃靜文擁有香港大學社會科學
學士、紐約州立大學文學碩士，以及
哈佛大學公共行政碩士學位。

最後，施會長衷心感謝現任行政
總裁梁世華過去六年對廠商會所作出
的貢獻，並讚揚他在任內致力發展會
務及協助提升廠商會的機構管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