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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日前，南平市副市長劉山鷹一行
拜訪了南平旅港聯誼會，受到聯誼會王大治會長
、吳海明監事長，以及聯誼會同仁的熱烈歡迎。

劉山鷹副市長說，時隔一年後再次來到香港
見到這麼多鄉親和老朋友，感到非常親切和高興
，他並代表市政府對旅港聯誼會鄉親們長期以來
對閩北發展的關心和支持表示感謝。他說，香港
一直以來都是南平重要的外資來源地和對外貿易
市場，這次市政府組團來港主要是參加由福建省
外經貿廳、南平市政府聯合主辦的 「福建省南平
市項目推介洽談會」。

拜會期間，劉山鷹副市長向旅港鄉親們簡要
介紹了閩北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現狀。他說，目
前南平的生態優勢、資源優勢、政策優勢等日益
凸顯，全市正立足自身資源稟賦、產業基礎和區
位優勢，大力發展綠色經濟，積極培育食品、旅
遊千億產業。隨着交通條件的不斷改善、武夷新
區的加快建設，南平正迎來重大的發展機遇。他
希望各位鄉親常回家看看，繼續關心支援家鄉發
展，積極回鄉投資興業，為促進閩港兩地的合作
與交流再作貢獻。

王大治會長代表南平旅港聯誼會感謝劉副市
長一行在百忙中抽空看望鄉親。他說，南平旅港
聯誼會成立二十多年來，一直得到南平市市委、
市政府的關心和支持。目前，南平正着力發展綠
色經濟，打造綠色城市，建設綠色新區，投資前
景十分廣闊。我們希望南平市借助綠色經濟的招
牌，能夠吸引更多海內外客商到閩北投資興業，
旅港聯誼會也將一如既往地關心和支持家鄉發展
，支持武夷新區建設，並為促進閩北與香港的經
貿合作，努力發揮聯誼會的橋樑作用。

參加拜會活動的南平市政府代表團成員還有
，武夷山市副市長朱錫勇、南平市經貿委主任唐
殷、市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局局長靳建生、市外僑
辦主任原明、香港武夷貿易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莊
志仁，武夷山市規劃局局長江建華、武夷山市婦
聯主席李治、武夷山市對外經濟貿易合作局副局
長陳炳富、武夷山市華僑經濟開發區主任范小龍
。南平旅港聯誼會出席是次活動的還有名譽會長
吳志斌，副會長楊佰成、薛祥文、蘇焯錦、陳澤
喜、林春樹、陳斌、吳道頂、王峰、葉文平，副
監事長李孝諄，理事王哲明、鄭其遷、羅曉春等。

【本報訊】記者黃閩報道：日前，香港黑龍
江經濟合作促進會（港龍會）創會會長林樹哲及
會長劉宗明偕一眾副會長，假灣仔海港潮州城熱
情接待黑龍江省商務廳訪港團一行。劉宗明在致
詞時向客人表示，港龍會將一如既往為宣傳推介
黑龍江做出自己的貢獻，讓更多的人了解黑龍江
，投資黑龍江。

黑龍江省商務廳一行此次由副廳長趙武君率
團專程來港參加 「香港貿發局美食博覽2013」，
推介黑龍江農牧產品。趙武君表示，黑龍江作為
一個農業大省，物產豐富，農牧產品質量優秀。
是次借助貿發局的平台，來港展示。期望能夠被
更多港人認可，並可由此走向國際。他說，此行
收穫甚豐，一是參展、二是考察、三是培訓，目

的就是要讓黑龍江和香港優勢互補，共謀雙贏。
他指，港龍會是黑龍江省在港依靠和尋求支持的
力量，並感謝港龍會多年來堅持不懈的支持。他
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能夠繼續得到該會的大力
支持，為黑龍江優秀農牧產品走向世界而共同努
力。

參加是場活動的黑龍江省客人還有姚剛、喬
直、盧春媛、高族、李傳勝、張有才、吳玉初、
姜曉萬、丁宇航、馮喜生、楊宏翔、梁立翰、劉
忠良、趙天行、趙晨、呂哲、許學志、姜柏伊，
而港龍會副會長方平、吳銀龍、黃殖民、黃少波
、陳永源、楊毅、劉興華、魏明德，副秘書長劉
建梓亦出席接待。

【本報記者李理北京電】信和置業
執行董事、北京市政協港澳委員黃永光
年初的一份提案催生 「京港青年交流基
金」。北京市政協日前舉行重點提案辦
理座談會，北京團市委副書記楊立憲在
現場向記者透露稱，根據黃永光的建議
，下一步將採取設立 「京港青年交流基
金」等三項措施增進兩地青年的交流。

在推動兩地青年的交流工作中，近
年來黃永光親力親為。從2011年開始，
他在本港贊助並參與主辦了 「香港大學
生軍事生活體驗營」，學員們穿上軍隊
制服，與駐港部隊官兵同吃同住，在軍
營裡進行封閉式訓練，他們用 「半月體
驗、一生受用」評價體驗營的收穫。與
此同時，他還主辦了 「信和兒童師友計
劃」、 「校園音樂大使展關懷資助計劃
」以及 「香港學生活動基金會」等。

用雙眼看真實的祖國
黃永光告訴記者說，隨着北京和香

港兩地各自快速的發展，兩大城市的交
往合作日益密切，需要進一步拓展京港
兩地青年互動交流的領域。他又指出，
本港傳媒發達，但青年人必須用 「自己
的雙眼看真實的祖國」。

今次來京親身參加 「未來之星──
香港大學生國情課程班」的黃永光表示
，這幾年由他發起贊助組織了一年一度
的 「香港大學生暑期內地實習計劃」等
活動，令數千名兩地青少年學生受益，
並在兩地青年中贏得較好的社會反響。

楊立憲指出，京港兩地青年交流是
加強兩地青年間的互動、培養兩地的高
素質人才的重要途徑，下一步將出台三
方面的針對性舉措，作為今次黃永光提
案建議的回應。

港青北上實習翻兩番
一是設立 「京港青年交流基金」。

北京市青聯擬協調北京青少年基金會，
設立 「京港青年交流基金」，廣泛吸納
各界公益捐款，制定京港青年定期交流
計劃。

二是擴大京港兩地活動項目規模。
北京團市委將依託今年的 「香港大學生
暑期來京實習交流」等項目，實現活動
覆蓋人數和參與交流單位數量翻兩番。
與此同時，北京市教委也將於今年設立
專項，計劃組織港澳台在京就讀學生赴
祖國西部考察，增進他們對祖國內地不
同地區、不同文化特色的了解。

三是創建京港青年 「1+1夥伴交流
」模式。北京團市委將在今年開展的京
港青年交流活動中，設置 「1+1夥伴交
流」環節，利用北京市學生聯合會、英
才學校等高校學生骨幹資源，促進京港
青年的一對一深入交流，深入推動兩地
青年的共同成長。

【本報訊】記者張藝博報道：由香
港中華總商會深水埗區聯絡處、愛心行
動委員會與香港小童群益會深水埗區青
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合辦的 「乘風破浪
挑戰日」愛心活動昨日舉行，50多名青
少年在西貢碼頭乘船出海，在水上度過

有意義、刺激的一天。
早上主辦方首先舉行出發儀式，香

港中華總商會深水埗區聯絡處主任黃權
威致辭時說，希望青少年朋友透過今次
水上活動，發揮潛能、挑戰自己、提升
自信。他指，中總歷來致力推動商界實

踐企業責任，促進社區關愛共融，於09
年成立 「中華總商會愛心行動」，旨在
建立一個持續和務實的平台，發揮工商
界關愛社群力量，服務社會有需要人士
。愛心行動委員會與7個分區聯絡處繼
去年合辦秋冬送暖愛心行動後，今年繼
續合辦一系列愛心活動，包括 「乘風破
浪挑戰日」水上活動、夏日電影欣賞會
、長者及文化郊遊樂、社區共融文藝匯
演、花式跳繩藝術匯演等。希望透過這
些活動，將工商界的愛心及關懷傳送到
社區每個角落。

黃權威又說，未來該會將與社會各
界團體加強合作，進一步擴大社區網絡
，繼續服務社會、關注民生，為推動香
港經濟與社會和諧共融作出貢獻。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袁武、愛心
行動委員會副主席龍子明、深水埗區聯
絡處副主任林志鴻、葉海蓮、陳浩然、
余桂珍，深水埗區聯絡處委員鄧慶球、
黎羨明、鄧婉智、馮玉祥亦出席儀式，
為參與者加油助威。

出海的青少年們在水上進行香蕉船
、滑水等活動，還設有分組討論與口號
設計比賽環節，帶出禁毒訊息，培養青
少年健康的生活方式。

黃永光倡設青年交流基金
增進京港兩地交往 獲京政協接納

【本報訊】記者方成報道：潮汕地區連日
來遭遇特大洪澇災害，香港潮籍鄉親對災區情
況非常關心，出錢出力，支援災區救災。昨日
下午，香港潮州商會會長周振基率領多位副會
長張成雄、胡劍江、林宣亮等前往中聯辦，向
中聯辦副主任林武遞交港幣五十萬元善款，通
過中聯辦轉交災區，以支援家鄉受災情影響的
鄉親和轉達商會同仁對災區鄉親的關愛和心
意。

周振基向林武遞交善款時表示，在獲悉災
情發生後，第一時間打電話去諮詢情況，隨即
組織商會同仁捐款。他說，潮州籍鄉親對災區
情況非常關心，短短時間內籌得首筆善款為港
幣五十萬元，希望盡上小小綿力，為災民解燃
眉之急，希望中聯辦轉交善款予災區，並轉達

商會同仁對災區鄉親的親切慰問。他表示商會
將發動同仁陸續再捐，希望災民早日重建家
園。

他表示，商會會董會相信，災區在潮汕各
市各級領導的帶領下，在全體市民的共同努力
下，抗洪救災工作必定取得巨大成果，災情一
定能夠控制、消除，家園重建工作能夠盡早展
開。

林武在善款遞交儀式上多番感謝潮州商會
，他讚揚潮籍鄉親心繫家鄉，為受災鄉親送去
最及時的支持和幫助。他代表中聯辦和潮汕地
區災民向商會同仁表達謝意，並表示中聯辦將
以最快速度把善款轉至受災地區。

出席捐款儀式的還包括：中聯辦社團聯絡
部副部長陳小兵，潮州商會秘書長林楓林等。

潮州商會賑濟鄉親

▲周振基（左三）、張成雄（左二）、胡劍江（右二）、林宣亮（左一）代表香港潮州商
會向中聯辦副主任林武（右三）遞交港幣五十萬元支票，（右一）為陳小兵

本報記者方成攝

南平官員訪港探望鄉親
▲福建省南平市項目推介洽談會日前在港舉行

港龍會宴請黑龍江訪港團

▲香港黑龍江經濟合作促進會宴請黑龍江省商務廳訪港團一行，賓主合影 本報記者黃閩攝

▲黃永光在政協會議上發言

中總辦青少年水上活動

▲中總首長與參加活動的青少年在出發儀式上合照

【本報記者楚長城鄭州二十一日
電】 「情繫中華」——澳門青年愛國
教育河南交流團21日結束為期五日四
夜的河南參訪，乘坐高鐵返回澳門。

今次交流活動由中央人民政府駐
澳門聯絡辦公室社會工作部組織，由
澳門婦女聯合總會、街坊會聯合總會
以及公務員團體合辦，旨在進一步加
深澳門青年同胞對河南的了解，考察
河南經濟社會發展現狀，增強國家意
識和民族感情，激發愛國熱情和社會
責任意識。

在豫期間，澳門青年交流團一行
106人考察鄭州、開封、洛陽等市，聽

取河南省官員介紹經濟社會發展情況
的報告，與河南青年進行聯歡交流，
參觀河南博物院、少林寺、中國一拖
集團、龍門石窟、新鄭黃帝故里、開
封清明上河園、開封府等。

在18日的開幕式上，河南省港澳
辦主任宋麗萍說，河南歷史悠久，文
化燦爛，是中華民族的和華夏文明的
重要發祥地，同時河南也是中國姓氏
之源、文字之源、思想之源。近年來
，河南已經成功實現了由傳統農業大
省向全國重要的經濟大省、新興工業
大省和有影響的文化大省的歷史性轉
變。

宋麗萍希望，通過此次活動能夠
加深澳門青年對祖國歷史和傳統文化
的了解，對河南經濟社會發展的認知
，並希望他們能關注和支持河南的發
展，共同推進豫澳兩地在各領域的合
作，實現兩地的共同繁榮。

澳門中聯辦社工部副部長齊廣建
說，此次河南之旅讓團員尋根溯源，
感受歷史，親身體驗華夏文明的的博
大精深和祖國歷史的悠久，深入了解
中國近代史和新中國建設特別是國家
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變化，進一步增
強大家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自豪
感。

在昨晚的閉營儀式上，澳門青年
代表獻上精心準備的節目，河南省港
澳辦與中原工學院亦帶來精彩表演，
場面溫馨。

當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早前得知
汕頭潮南、潮陽的內澇災情後，專門
致電給汕頭市委書記陳茂輝、市長鄭
人豪了解災情和救災情況，表達對受
災鄉親的深切關心。

陳經緯捐款300萬元
8月20日李嘉誠向汕頭市政府發

來慰問信，並通過李嘉誠基金會向汕
頭市慈善總會捐款1000萬元港幣，用
於幫助汕頭市這次受災的民眾恢復生
產、渡過難關。

另一方面，香港中國商會、經緯
集團主席陳經緯於本月18日晚蒞汕公
幹時，了解到家鄉潮南和潮陽這次的
災情嚴重情況後，主動聯繫汕頭有關

官方單位，表示向災區民眾捐款300
萬元，其中給潮南區災民200萬元，
給潮陽區災民100萬元，以補助他們
重建家園。

此外，香港潮人聯會亦向普寧市
的災民捐款50萬元港幣，幫助災民們
解決生活實際困難。

【本報記者蔡鐘龍汕頭二十一日電】在連日來暴雨造成汕頭潮南、潮陽區和揭陽普寧市部分
地區出現嚴重內澇災情後，引起境外特別是香港潮籍人士的關注。李嘉誠等香港知名人士慷慨捐
款，幫助災區民眾渡過難關。汕頭市慈善總會秘書長丁海榮對本報證實，李嘉誠捐的1000萬元
港幣，已於昨天（20日）下午到達汕頭，目前正在落實善款的用處。

澳門青年交流團訪河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