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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美
國萬通亞洲）全力贊助的 「美國萬通小
太空人訓練計劃」，現正招募8位 「敢
想飛躍太空」的小太空人，於暑假聯同
家長遠赴美國太空訓練營，展開9天的
「太空探索之旅」，體驗畢生難忘的模

擬太空人訓練，以及參觀肯尼迪太空中
心。

美國萬通亞洲首席市務總監兼計劃
總司令蕭莉玲表示： 「我們深信，成功
的企業必須懂得回饋社會，並將正面的
態度和訊息傳揚開去。當初構思創辦 『
美國萬通小太空人訓練計劃』就是為了
培養我們下一代的積極性和自信心。就
如計劃深入民心的口號 『It is Possible!
』所言，只要堅持信念，便凡事都有可
能。」

要成為美國萬通小太空人，必須通
過三輪遴選，首先須以《敢想飛躍太空It

is Possible!》為題製作的創意作品，形
式不限，連同親子近照及報名表格於4
月20日親身交往美國萬通亞洲辦事處。
入圍的50名準小太空人將於5月4日至5
日參加由美國萬通亞洲與香港太空館合
辦的兩日一夜 「全能小太空人訓練營」
。各入圍小朋友將於5月11日進入第二
輪遴選，接受有關體能、太空知識及溝

通表達能力的測試，表現最出色的20名
小朋友將晉身6月22日的第三輪遴選，
與各名譽贊助人及評判面談，其中表現
最優秀的8名參賽者便會正式成為本年
度的 「美國萬通小太空人」，與家長遠
赴美國展開為期9天的 「太空探索之旅
」。有關計劃詳情，可瀏覽計劃資訊網
站www.itispossible.com.hk。

亮睛工程 「Eye Care, I Care」護眼創作比
賽2012-2013已順利進行。活動獲得香港教育
局及多個教育社福團體的全力支持，反應非常
熱烈。透過藝術創作，提升學童對眼睛護理的
認識及關注。

頒獎典禮已圓滿舉行，而得獎作品現正作
公開展覽，歡迎公眾參觀。

由即日起至4月19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堂
展出；4月22-30日在奧海城1期高層地下大堂
展出；5月11-17日在將軍澳新都城中心三期
一樓天幕廣場展出。

電子作品集亦已上載至活動網頁http://
eyecare.hyper.com.hk/ebook.php，供公眾瀏覽
，讓大家可以欣賞到具創意的藝術作品，亦能
加深對眼睛保健的認識，從而進一步推廣護眼
知識。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2762-2700聯絡，
亦可瀏覽大會網頁www.projectvision.org.hk/
eyecare。

新鴻基地產（新地）一直恪守高
水平的企業管治，積極與投資者維持
良好關係，廣受投資者及金融界認同
。日前新地在亞洲企業管治雜誌《
Corporate Governance Asia》主辦 「
2013亞洲卓越大獎」更囊括六大殊榮
，在投資者關係、企業社會責任及財
務總監等範疇，成績斐然，再次印證
集團出色管理團隊深受國際推崇。

《Corporate Governance Asia》
舉辦的 「亞洲卓越大獎」，旨在表揚
區內在企業管治方面有出色表現的機
構，調查範圍涵蓋中國內地、香港、

新加坡、台灣、菲律賓等亞洲地區多
個國家及地區，邀請投資者對機構於
投資者關係、企業社會責任、財務表
現及商業操守等多個範疇進行評選。

新地在多項評選範疇表現卓越，
獲取六大殊榮，分別為 「最佳投資者
關係獎」、 「最佳企業社會責任獎」
、 「最佳環保責任獎」、 「最佳投資
者關係網站／推廣獎」以及 「最佳投
資者關係專員獎」。而新地執行董事
兼首席財務總監陳國威更榮獲 「亞洲
最佳財務總監（投資者關係）」獎項。

為了進一步做大做強中小企業業務，
民生銀行日前決定優化中小企業業務管理
模式，將中小企業業務發展與區域特色全
產業鏈金融綜合開發緊密結合。

中小企業業務管理模式優化後，民生
銀行將圍繞區域特色業務全產業鏈進行綜
合金融開發，實現大中小客戶的一體化銷
售與全流程、全覆蓋風險管理，提升全行
市場營銷與風險管理的專業化能力，推動
分行轉型。

開發全產業鏈
按照中小企業業務管理模式優化方案

，民生銀行基於全產業鏈金融服務理念，
強化 「規劃先行」的特色業務批量化開發
模式，將區域特色業務、中小企業業務以
及「金融管家」服務有機結合，推動大中小
客戶一體化開發。同時，民生銀行以 「規
劃先行、統一風控」為主線，強化產業鏈
風險管理，建立與批量項目開發相配套的
、大中小條線統一聯動的風險管理體系。

在中小企業業務管理模式優化中，民
生銀行中小企業金融事業部增加了中小企
業業務的直營功能，對於中小企業特別集
中的幾個行業，如健康產業、內河航運業
、高科技產業等，進行綜合開發。

中小企業業務管理模式優化後，民生
銀行分行的公司業務主體就是基於區域特

色全產業鏈金融綜合開發的中小企業業務
，分行將承擔中小企業業務的區域規劃、
營銷推動、授信評審等相關職能。

推動分行轉型
民生銀行優化中小企業業務管理模式

，是全面推進全產業鏈金融服務發展、推
動分行轉型的重要內容。

去年年底，民生銀行通過了第二個《
五年發展綱要》，提出了 「聚焦小微、打
通兩翼」的戰略實施要求，推動分行轉型
。兩翼，一翼是傳統零售銀行業務，一翼
就是區域特色全產業鏈金融服務。在產業
鏈的各個環節，客戶主體主要是中小企業

和小微企業，這就意味分行轉型後民生
銀行分行公司業務的主體將是中小企業業
務。

為了優化提升區域特色公司業務，實
現全產業鏈金融一體化綜合開發，並加強
中小企業業務風險管理，進一步做大做強
全行的中小企業業務，民生銀行最終確定
了優化中小企業業務管理模式的思路：以
「規劃先行、整合資源、全行聯動、統一

風控」總體思路，圍繞區域特色業務全產
業鏈綜合金融開發，實現大中小客戶的一
體化銷售與全流程、全覆蓋風險管理，提
升全行市場營銷與風險管理的專業化能力
，推動分行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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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地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總監陳國威（中）帶領其專業團隊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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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肇慶市委政協副主
席、統戰部部長謝錦文日前率團蒞
港訪問，新界鄉議局副主席林偉強
陪同一行人到長洲考察鄉郊發展。
謝錦文在致詞時表示，希望加強肇
港兩地在經濟、文化、旅遊等多方
面交流合作。他同時亦介紹肇慶今
日發展的實況。

新界鄉議局副主席林偉強致歡
迎詞時指出，鄉議局及離島與肇慶
市關係緊密，多年來不斷交流，互

補不足，使居民安居樂業，他讚揚
肇慶市對外交通發達，有利經濟發
展。肇慶統戰部訪港團當日並獲鄉
議局議員林偉強、翁志明、黃敬全
、助理陳偉雄接待，席間互贈紀念
品。肇慶統戰部訪港團名單有部長
謝錦文、副部長黎啟聰、單洪輝、
謝錦芳、涂雄文、副處長余福明、
政協常委羅文生、辦公室主任李逸
文及科長吳傑威。

會上舉行頒發理監事證書儀式。江干同鄉
會青年部和杭州青年企業家簽署友好交往意向
書，兩地青少年、優秀的青年企業家們，將會
開展更多的互動交流，包括互通信息，互助事
業，共同建設，共同成長。

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秘書長、該會監
事長楊麟振代表會長石金禹作工作報告： 「一
是重視自身建設和自我完善，杭州江干旅港同
鄉會於2010年7月成立，一直以來高度重視自
身建設和自我完善，鼓勵理事會員們積極參與
會務。開通了facebook臉譜、微博、微信，方
便會員們互通信息、交流心得；二是積極發展
會員，以包容開闊的心態，積極地發展會員，
目前已發展了230多個會員，在發展江干區的
旅港人士及家屬為會員的同時，亦歡迎在杭州
有事業的、有工作的、杭州的女婿、媳婦和家
人以及跟我們理念一致、志同道合的朋友們，

加入我們的大家庭；三是積極參加社會事務並
成立了社會事務部，由朱順鳳副會長出任部長
。鼓勵會員關心香港發生的時事，並鼓勵及協
助會員登記成為選民。在過去兩年的區議會選
舉、立法會選舉中，積極投票，盡公民責任，
為香港的穩定繁榮作出貢獻；四是重視青少年
工作，成立了 『青年部』，由莫遠君理事出任
青年部部長。通過舉辦種種活動，凝聚青年力
量、培養共同志趣、增進友情，共謀發展。」

董建平、黃國興分別致辭，他們讚揚該會
會務發展有序，內容豐富多彩，希望今後兩地

加強在經濟、社會及文化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並祝願該會朋友越來越多，茁壯成長，越辦越
好。

會場內鄉音不絕，席間還有精彩的文藝表
演節目和抽獎助興，場面溫馨熱鬧。

杭州江干旅港同鄉會第二屆理監事會成員
包括：會長石金禹，常務副會長楊靈、何容艷
、方耀、陸成良，副會長蔡雅莉、陳燕鳳、伍
月柳、練菲菲、蔡松烈、楊凱兒、朱順鳳、翁
永燁、李居元、陳燕鳳（兼秘書長）、李豐華
（兼財務）等。

【本報訊】記者黃閩報道：為了進一步
深化閩港旅遊合作，加強福建與香港旅遊業
界的交流，更好地宣傳推介福建的主要旅遊
資源和產品，提升 「海峽旅遊」品牌形象的
競爭力和影響力，福建旅遊（香港）推介會
日前假銅鑼灣怡東酒店舉行。應邀出席活動
的主要嘉賓有亞洲旅遊交流中心副主任馬潔
，香港立法會議員、香港旅遊業議會副主席
姚思榮等，福建省旅遊局副局長鄭維榮在會
上向大家推介了閩省秀美的山海風光，熱情
地歡迎香港市民前往觀光旅遊。

鄭維榮在致詞中介紹，福建地處中國東
南沿海，面對台灣，毗鄰港澳，擁有得天獨
厚的區位優勢。福建是中國最綠的省份，森
林覆蓋率超過60%，水、空氣清新，生態環境
多年保持全優，並擁有 「世界雙遺產」武夷

山， 「世界文化遺產」福建土樓， 「世界自
然遺產」泰寧等一批世界級旅遊名片。交通
便捷，尤其是今年底深圳至廈門高鐵開通，
更為兩地旅遊合作創造了新機遇。他希望雙
方增進了解，互補優勢，攜手共創更多的旅
遊商機，為推動閩港旅遊業界繁榮發展做出
更積極的貢獻。

馬潔、姚思榮均在致詞時表示，樂見閩
港優勢互補，將盡力給予支持，以推動兩地
緊密合作，共謀雙贏。

出席活動的主要嘉賓還包括香港旅發局
高級主任鄭素華、新華社香港分社紀檢委書
記徐祖根、TVB高級營業經理葉伯春、香港
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蘇千墅、香港華閩集團
副總經理丁炳華、香港瑞豐企業有限公司董
事長蔡百泰等。

【本報訊】香港舟山同鄉會日前
舉行春茗聯歡晚會。中共舟山市委常
委暨統戰部部長忻海平、舟山市人大
常委會副主任錢軍、中聯辦協調部副
部長廖勛、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
會長李德麟及其他友好聯誼會、同鄉
會代表出席了宴會。舟山同鄉會會長
方浩然、副會長董建成及一眾理事在
場迎迓。

近年，舟山市大力建設發展 「群
島新區」。群島新區於2011年6月獲
國務院批准設立，堅持高起點規劃、
高標準建設、高水平管理。舟山群島
總陸地面積1440平方公里，含1390個
島嶼，擁有完善的海運、陸運、航空

、信息通訊、水電等基礎設施。作為
中國面向環太平洋經濟圈的橋頭堡，
中國海洋經濟的未來，舟山群島新區
獲多家國際知名企業進駐。舟山群島
新區鼓勵投資的重點產業有漁農業、
港口物流業、船舶修造業、海洋工程
裝備製造業、海洋旅遊業、海洋新能
源產業、機械製造業、海洋電子信息
產業、海洋新材料產業、海洋生物醫
藥產業、現代服務業、環境保護與資
源綜合利用，及教育、衛生、文化和
社會保障業等。為積極鼓勵外來投資
，舟山群島新區並向合資格企業提供
各種政策優惠及獎勵。

舟山同鄉會春茗聯歡
▲香港舟山同鄉會會長方浩然、副會長董建成及理事會成員與嘉賓合照

肇慶統戰部一行離島考察
▲林偉強（左四）、翁志明（左五）等致送紀念品予謝錦文（右三）

日前，杭州江干旅港同鄉會假奧
海城東海酒家舉行 「第二屆理事就職
暨周年晚會」 。杭州市政協副主席、
市委統戰部部長董建平，副部長徐祖
德；江干區政協副主席、區委統戰部
部長黃國興，區僑辦主任、僑聯主席
陳垣等蒞臨主禮，石金禹榮膺新一屆
會長。各界友好及鄉親們近400人聚
首一堂，同申慶賀。

本報記者 方成

福建在港推介旅遊業

▲福建省旅遊局副局長鄭維榮在會上推介閩
省旅遊優勢 本報記者黃閩攝

▲杭州江干旅港同鄉會新屆理事就職典禮上，賓主合影 本報記者方成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