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器商會慶45周年暨新屆就職
黃蘭發黃錦星韓淑霞劉健儀方剛張宇人陳帆等出席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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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龍會宴請龍省代表團一行

【本報訊】 「港九電器商聯會45
周年暨第二十二屆董事就職典禮會
員聯歡大會」 ，日前假尖沙咀龍堡
國際酒店隆重舉行。中聯辦副主任
黃蘭發，環境局局長黃錦星，中聯辦
青年工作部部長韓淑霞，港區人大

代表劉健儀，立法會議員方剛、張
宇人，機電工程署署長陳帆等應邀出
席主禮。港九電器商聯會主席朱嘉樂
捐贈10萬元支票予該會，場面熱鬧。

港九電器商聯會會長李子良致辭時表示
，受環球經濟拖累，各行各業均受到不同程度

的影響。政府先後推出一連串打壓樓市措施，
成效有待證實。租金依然高企，對於需要大面
積店舖的電器行業仍然構成壓力。他鼓勵業
界自強不息，拓展市場。電子產品發展一日
千里，對業界來說商機無限，只要抓緊機遇，
業界即可渡過難關。

李子良續說，商會在主席朱嘉樂的英明領
導下，以及各首長共同努力下，積極推動會務
發展，帶動商會會務蒸蒸日上。

朱嘉樂報告過去一年該會取得的成績時，
讚揚該會在會長李子良的英明領導下，會務發
展一日千里，又感謝會董及全體會員在會務和
各項活動上的熱心參與，令該會可團結業界，
持續發展。他指為了與時並進，董事會經已
決定更新該會網頁，項目已在進行中。不久
將來，全新的商會網頁將與大家見面。

主禮嘉賓方剛主持監誓儀式。黃錦星、方
剛先後致辭，並頒發首長及會董選任書。儀式
最後部分，由副會長林漢釗致謝辭。晚宴期間
還有歌星獻唱和抽獎節目，賓主盡興而歸。

▲李子良（左起）、黃錦星、朱嘉樂喜相
逢 本報攝

▲港九電器商聯會45周年暨新屆董事就職典禮會員聯歡大會，賓主合影 本報攝

▲中聯辦副主任黃蘭發（左四）出席與嘉
賓合影 本報攝

江門五邑僑聯及同鄉總會新屆就職

【本報訊】記者黃穎雅報道：香港江門五
邑僑聯聯誼總會第二屆、香港江門五邑同鄉聯
誼總會第二十屆理監事就職典禮暨會員新春聯
歡大會，日前假旺角倫敦大酒樓隆重舉行，中
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余汝文；廣東省僑聯副
主席李崴；江門市委市政府黨組成員容福華；
江門市人大常委會黨組成員梁美賢；江門市政
協黨組成員梁玉珍；江門市政協副主席、江門
市委統戰部部長林錦清應邀主禮，與江門市各
市、區領導和僑務部門負責人，以及各有關部
門負責人，各地級市僑聯領導及聯誼會全體同
仁約六百人同賀新春，場面喜慶熱鬧。

廣東省僑聯經濟維權部部長楊春華、江門
市僑聯主席張國富、江門市外事僑務局局長梁
富鳴等領導亦有出席。中國僑聯副主席、廣東
省僑聯主席王榮寶、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
余汝文；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
長余國春；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廣東社團總會
主席王國強；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立法會

議員李慧亦為大會專刊題詞，江門市僑聯及
各市區僑聯也為典禮給了大力協助。

理事長歐陽永在典禮上致辭，回顧了該會
走過的歷程。他說，2009年江門市僑聯依託同
鄉會成立香港江門五邑僑聯誼會以來，組織開
展 「江門市粵劇團30華誕文藝成果演出」、 「
共和國之旅——井岡山專列團」，以及組團
拜訪江門三區四市，考察商機，促進江港交
流與合作，服務社群，參與公益事業，開展
扶貧濟困，受到社會各界和家鄉政府的嘉許。
他今後將繼續努力，提高總會活力，共創美好
明天。

余汝文副部長讚揚兩會在凝聚會員，促進
會務，支持家鄉建設做了大量有益工作，該會
愛國、愛港、愛鄉，支持 「一國兩制」和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促進香港社會事務，為慈善公
益和福利工作貢獻良多。容福華充分肯定聯誼
總會在團結鄉親、服務桑梓、維護香港繁榮穩
定等方面作出獻策，希望該會一如既往支持家

鄉發展，為家鄉發展出謀獻策。楊德感謝各方
出席是次大會。

嘉賓領導致辭完畢，大會又舉行頒發聘
書、互換紀念品及贈送車匙儀式。首長歐陽永、
王欽賢、林宜龍、陳中偉、劉甄蘭愛、甘興賢、
陳朗雲、周炳信捐贈房車予江門市僑聯，以助
拓展工作。兩會理監事部分名單如下：理事長
歐陽永、常務副理事長楊德；副理事長唐允良
、周滿樹、伍國成、林永添、林君彌、麥偉基
、張新傑、劉祥來；監事長陳振超，副監事長
區志源、黃權威、梁彥恒、周振強。

▲余汝文（右）頒發理事長聘書予歐陽永
（左） 本報攝

▲主禮嘉賓與兩會理監事大合照 本報攝

港僑聯會青委訪粵僑辦及僑聯
【本報訊】香港僑界社團聯會青

年委員會一行17人，於3月21-22日赴
廣州進行友好訪問。他們首先在陳有
慶主席、王欽賢副會長帶領下出席 「
廣東國際華商會」第三屆理事會換屆
就職典禮，受到全國僑聯林軍主席和
廣東省僑聯王榮寶主席的接見；林軍
主席勉勵青年一代要繼承父輩的愛國
愛港的精神，為社會多做貢獻。訪問
團還拜會了省僑辦吳銳成主任、黎靜
副主任，省僑聯副主席、省僑青委主
任華清文等領導，受到熱情接待；並
與省僑聯青委會、 「廣東省僑界青年
商會」代表進行友好座談。本次交流
活動進一步促進了粵港僑界，特別是
僑青之間的交流與聯繫，雙方確定今
後將定期會面交流，合作開展實質性
事務。

吳銳成主任詳細介紹了廣東僑務
工作及省僑辦的職能與機構設置，並
希望粵港僑界廣泛聯誼，增進合作交
流，為社團青年工作多提供經驗，繼
續支持廣東新一輪經濟發展。

華清文副主席表示，廣東省僑聯
青委會與港僑聯會青委會是互結友好
關係的團體，希望粵港僑界進一步團

結和凝聚青年力量，發揮青年作用，
為社會做貢獻。

王欽賢感謝省僑辦、省僑聯對港
僑聯會一直以來的重視、指導。他稱，
該會的會務發展離不開省僑辦、省僑
聯的大力支持，希望雙方今後能進一
步加強溝通、交流與合作，促進兩地
經濟發展，促進僑界事業發展。

訪問團的僑青們還參觀了 「廣東
華僑博物館」，了解老華僑當年遠赴
海外謀生、創業的艱苦經歷，加深認
識華僑歷史，回顧華僑愛國的精神及
為推動革命成功作出的奉獻。訪問期
間，該團應邀出席了 「美中青年企業
家商會」在珠江遊覽船上舉行的春
茗晚會。晚會以 「夢想．啟航」為
主題，有歌舞助興，氣氛熱鬧，盡顯
青年的青春活力。

訪問團成員尚包括：該會秘書
長陳志煒，司庫黃楚基，名譽顧問
林堅，常務副秘書長兼青委主任梁志
明，副司庫陳光明，副秘書長兼青委
常務副主任廖宇軒，青委副主任郭文
義、駱鎮，委員張威武、唐志華，以
及屬會青年代表高峰、劉守峰、陳晶
晶、黎嘉儀、白健路、郭佳佳等。

▲吳銳成（前排左五）會見訪問團時合影

【本報訊】記者黃閩報道：香港黑龍江
經濟合作促進會日前假灣仔佳寧娜酒樓宴請
來自黑龍江的客人。出席接待的包括全國政
協委員、該會會長劉宗明等一眾高層，黑龍
江省政協台港澳僑聯絡和外事委主任王佩杰率
領代表團一行應邀出席了活動。賓主於會上均
表示，將加強溝通交流，為把黑龍江省的資源

優勢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經濟優勢，為促進港黑
兩地的合作發展繼續共同努力。

劉宗明在致詞時表示，今天在座的該會成
員亦是黑龍江省的政協委員，為龍省的發展建
言獻策、貢獻力量是義不容辭的事。他希望大
家更好地為龍省在港拓展宣傳，搭建平台走向
國際再作更多的工作，不辜負龍省政府和人民

的期望。他並對黑龍江省人大代表、該省工商
聯副主席姜濤加盟該會膺副會長表示熱烈的歡
迎。劉宗明還透露將於月底組團訪龍省拜會新
一屆省委省政府領導班子。

王佩杰表示，是次來港推介黑龍江得到
該會及劉宗明會長的大力支持及周到的行程
安排，訪問取得圓滿成功，深表感謝。她再次
恭賀大家榮膺該省政協委員，並指，這是對大
家貢獻黑龍江的高度認可。她表示相信在未來
的日子裡，在座的各位一定會扮演好龍省改革
開放排頭兵的角色，為推介黑龍江及該省的發
展作出更大的貢獻。她再一次邀請大家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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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團中的黑河市、綏芬河市及撫遠縣領
導同時向大家介紹了當地的投資環境和優勢，
晚宴在一片溫馨熱烈的氣氛中圓滿結束。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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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市招商局局長孫世英，綏芬河綜
合保稅區經貿發展局局長劉建奎，撫遠縣副
縣長韓雅杰、招商局局長鄭偉；港龍會副會
長方平、姜濤、潘榮耀、余國賢、陳永源、
歐陽士國、劉興華，副秘書長傅耀明、劉建樟，
常董陳慧中、省政協委員卓榆濱等。

▲香港黑龍江經濟合作促進會宴請黑龍江的經貿代表團，賓主合影 本報攝

2013香港攝影圖片展為滇港合作搭金橋

【本報記者蓮子、康靜昆明報道】
「2013香港攝影圖片展」日前在雲南省

圖書館開幕，展出83幅攝影圖片，全
方位呈現香港的動感、活力與繽紛
色彩。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成都
經濟貿易辦事處主任劉錦泉對記者
表示，該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
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近年來在雲南舉
辦的首場文化交流活動。雲南省港澳
事務辦公室副巡視員李暉則認為，圖
片展將有助於雲南各族人民更深入了解
香港經濟社會，感受香港人文風貌，促
進香港和雲南兩地人民全面的交流與
合作。

參展的83幅攝影圖片分別從人、
事、景、食四個主題，吸引了眾多昆
明市民參觀。透過是次攝影圖片展，
雲南觀眾用視覺 「享受」了蛋撻、奶
茶等港式美食，領略了中環、港九夜
景，孫中山紀念館、太平山凌霄閣等香
港的標誌街景。來自昆明韶山小學的小
學生們被港式美食的圖片所吸引，感
嘆： 「好餓，太想吃了！」昆明市民
陳女士在觀看圖片展後，表達了自己
對香港的嚮往之情： 「《東方之珠》
這首歌人人都會唱，今天在這一睹香
港的風采，讓我更加想去那兒看看，
今年出遊的話，香港將成為我今年出

遊的首選地」。

冀南博會為港商掘商機
劉錦泉表示，香港很關注今年6月

在昆明舉行的首屆 「中國─南亞博覽
會」，屆時，香港特區駐成都經貿辦
將設立展位，對香港進行推廣宣傳與
交流，並將繼續參加 「中國─南亞商
務論壇」，以進一步了解南亞國家的
經濟情況及外貿動態，為港商發掘新
商機。

據介紹，香港與雲南的經貿合作
前景廣闊、互補性很強，在服務貿易
和金融等領域的合作空間尤為廣闊。
香港是雲南主要外資來源地，據統計，
2012年，雲南新批港資專案50個，佔
全省比例41.0%；截至2012年底，港
商在滇累計投資專案1556個，佔全省
比例39.0%。 「香港是雲南企業走向
國際市場的最好平台，雲南為港資企
業提供了很多商機。」劉錦泉透露，
2012年，滇港兩地進出口總額為54.9
億美元，在新的一年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將繼續發
揮香港與雲南的橋樑作用，鼓勵更多
港資企業到雲南投資發展，為橋頭堡
搭建平台，實現滇港經濟共同發展及
繁榮。

▲昆明小學生被香港的海景美圖所吸引
本報記者蓮子攝

▶劉錦泉在開幕式上致辭 本報記者康靜攝

廠商會接待龍省政協代表團

【本報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廠商會）日前（4月2日）接待黑龍
江省政協台港澳僑聯絡和外事委員會
代表團，雙方就黑港經貿合作事宜交
換意見。

一行七人代表團由黑龍江省政協
台港澳僑聯絡和外事委員會主任王佩
杰率領，並由廠商會副會長徐炳光主
持接待。王主任在會上表示，該省政
協將於5月11日在深圳召開省政協港
澳委員座談會，屆時會充分展示毗鄰
俄羅斯的優勢和推介當地招商引資項
目。另外，撫遠縣、黑木市和綏芬河
綜合保稅區的領導也相繼介紹了當地
的投資環境和優惠政策。

廠商會副會長徐炳光向代表團致

歡迎辭及介紹該會各項服務。徐副會
長表示，廠商會一直與黑龍江省方面
保持密切的聯繫，已連續4年作為 「
中俄區域合作論壇」的主辦機構之一
，更於2008年及2010年在 「中國哈爾
濱國際經濟貿易洽談會」的會場內設
立香港工展會展區，向哈爾濱市民及
買家推介香港產品。明年，廠商會
決定再赴哈爾濱市舉辦工展會，為
哈爾濱市民帶來品質優良的香港產
品。

代表團團員包括黑龍江省政協台港
澳僑聯絡和外事委員會副主任韓冰，撫
遠縣副縣長韓雅傑等；廠商會出席接
待者尚包括名譽會長羅富昌，常務會
董方平及何煜榮等。

▲徐炳光（右五）致送紀念品予代表團一行，王佩杰（中）代表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