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委副書記李憲生、外交部駐港特派
員宋哲、中聯辦副主任林武、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等蒞臨主禮。該
會會長張泰超自豪地說，一年來，由於大家的
共同努力，在香港重大的社會事務中，有了海
南人的聲音，有了海南人的貢獻，也有了海南
人的地位。

晚會在莊嚴的國歌聲中掀開序幕。張泰超
在致詞時指出，總會成立僅一周年，已經確立

其代表廣泛旅港海南鄉親的地位，目前已與廣
東、福建、廣西社團總會並列為本港四大社團。

凝聚鄉親實現中國夢
他還回顧了一年來的工作，如積極參與香

港社會事務及家鄉各項建設，舉辦豐富多彩的
會務活動，為國為港為鄉所作出的貢獻。他表
示，未來將與世界各地的鄉親加強聯絡，共同
為增進聯誼作出更大的努力。

主禮嘉賓李憲生、許曉暉及印尼海南總會
主席詹達耀均在致詞時讚揚該會成立短短的一
年來，秉承愛國愛港愛鄉的宗旨，發揮橋樑作
用，為國家的和家鄉的各項建設、為各地海南
鄉親的大聯合、為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了積極
的貢獻，成績有目共睹。他們勉勵該會在未來
的日子裡，加強團結，進一步凝聚鄉親，充分
發揮橋樑紐帶作用，聚焦正能量，一起為實現
中國復興夢而努力。

會上，家鄉領導為世界各地瓊籍社團領袖
頒贈了由黃岩島硨磲所製的牌匾，大會並宣讀
了各領導、友好的賀電、賀詞。署理會長李文
俊致祝酒詞，之後晚宴正式開始。席間，會員
鄉親表演了精彩的歌舞節目，並有大抽獎助興
，大家度過了一個愉悅的港灣之夜。

海南社團總會一周年會慶
李憲生宋哲林武曾鈺成許曉暉主禮

二〇一三年九月三日 星期二B20社團新訊責任編輯：汪致遠

【本報訊】記者張藝博報道：香港中藥業
協會前日假港麗酒店隆重舉行 「慶祝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六十四周年暨第三屆理監事會就職
典禮晚會」，李應生榮膺執行會長、呂偉強膺
首席會長、黃光輝與黃雪英分別任理事長和監
事長。

當晚冠蓋雲集、高朋滿座，主禮嘉賓包括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國際合作司司長王笑頻、立
法會主席曾鈺成、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
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廖勛、立法會議員方剛、
衛生署署長陳漢儀、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主

席陳志輝、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中藥業小組委
員會主席范佐浩。新一屆理監事在主禮嘉賓、
會員友好近500人的共同見證下隆重就職。

提升中藥業國際地位
李應生表示，近年祖國經濟起飛，國家加

快經濟發展措施中，有與中藥業相關的規劃，
香港中藥業界應把握機遇，改革創新，尋求突
破，讓繼承與創新相輔相成，進一步提升本港
優質中藥的質素及管理、經營配套，提高香港
中藥業的核心競爭力。該會同仁將朝中藥國際

化、專業化、科技化的目標前進，為提升香港
中藥業的國際地位而努力。

典禮上，黃光輝介紹了該會的會務成績，
他指，該會自成立以來，為進一步增強大眾對
中藥的認知，舉辦了多項大型推廣活動，宣傳
中藥養生文化和健康生活，作為會員與政府溝
通的橋樑，該會向政府反映中藥業界意見，促
進各地同業交往。亦心繫祖國，植根香港，多
次發起慈善活動，積極參與香港社會事務、支
持特區政府施政。

呂偉強亦表示，香港經濟發展與國家密不
可分，內地改革開放為香港帶來了無限的機遇
，也促使中藥業在過往20年不斷進步，同時全
球創新科技發展帶動中藥界邁向專業化、科技
化，今年香港中藥界在中藥產品科研方面取得
了驕人的成果。

主禮嘉賓王笑頻、曾鈺成、高永文、方剛
分別致辭，祝賀新一屆理監事就職，肯定該會
為香港中藥界的發展所作的工作，期待該會為
中藥發展做出新的貢獻。

香港中藥業協會第三屆理監事成員包括：
首席會長呂偉強，執行會長李應生，理事長黃
光輝，監事長黃雪英，副理事長丁志輝，副監
事長鄧梅芬，常務理事陳榮旋、李俊文、譚國
亮、謝國昌、陳偉豪、陳德泰等。

【本報訊】記者莉婭報道： 「香港
南區各界慶祝國慶64周年籌備委員會成
立大會」於8月16日假香港仔新光酒樓
舉行。籌委會主席、剛榮膺太平紳士的
南區工商聯創會主席廖漢輝說，將舉辦
各種活動賀國慶，表達對國家繁榮富強
的美好祝願，同時增進區內各界交流，
提高市民對祖國的歸屬感和榮譽感。

當晚特邀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
陳偉峰介紹國情。召集人陳理誠提議通
過大會主席及副主席名單。秘書長黃才
立通報南區慶祝國慶主要活動，包括9
月25日假香港仔新光宴會廳舉行國慶晚
宴，9月29日於黃竹坑硬地足球場舉辦
國慶升旗大會操，以及戶外活動推廣、
城市遊蹤及國慶嘉年華，屆時將邀請政

府官員及區內賢達出席主禮，節目豐富
，老少咸宜，冀將國慶的歡樂氣氛帶給
遊人，希望踴躍參與。

籌委會成員包括名譽顧問陳偉峰、
曾鈺成、葉劉淑儀、李慧、葉國謙、
鍾樹根、王國興、郭偉強、何鎮東、蔡
毅、朱李月華、朱慶虹、衛懿欣、蔡偉
思、彭潔玲、黃潔梅、陳慰僑、周永志
、蘇周艷屏、馬月霞、張柏根、李余潔
儂、鄧材殷、羅貴沖、何炳基、陳理誠
、梁偉英；主席團主席周其仲、盧藍幗
、文漢明、李彩華、楊翠珍、簡佩霞、
鄺恩寶、關重礎、陳南坡；大會主席廖
漢輝，副主席潘明，執行主席鄭合明，
執行副主席卜坤乾、陳思誦、陳鳳嬋、
陳麗華、黃火金、羅玉英、譚自強。

【本報訊】記者方成報道：日前
，香港潮州商會在潮州會館大禮堂舉
行 「第四十八屆第一年度周年大會」
，會長周振基向會董會報告第一年度
會務工作，省覽及通過2012年度財務
報告，同時通過聘請下年度核數師。
周振基指出，這年度舉辦和參與了大
量的活動，面對繁忙而充實的會務工
作，會董會各職能部門積極配合、分
工合作，令會務順利進行，未來該會
繼續貫徹 「敦睦鄉誼、促進工商、弘
揚文化、服務社會、興學育才、扶貧
救災」的宗旨，將不斷朝着專業化、
年輕化及國際化的方向發展會務，共
同為香港、為社會、為同鄉作出更大
貢獻。

周振基報告會務工作
周振基從五方面作周年大會會務

報告，他指，該會為了全方位促進會
員及鄉親攜手團結、共同建立一個繁
榮安定的香港，在2012年增設了婦女
委員會、公民事務委員會及文化事務
委員會，在保持商會優良傳統特點的
同時，亦貫徹商會與時俱進的新作風
。本屆會董會共設9個部和6個委員會
，希望各部委各司其職，充分發揮各

自職責，協力推動會務。
周振基上任後推出 「團結建港」

座談會廣泛好評，至今舉辦了11場 「
團結建港」座談會，首場座談會邀請
到特首梁振英主講，接着有公務員事
務局局長鄧國威、瑞安集團主席羅康
瑞、香港科技大學校長陳繁昌、香港
立法會議員田北辰、香港演藝學院校
長華道賢、立法會議員林健鋒、立法
會主席曾鈺成等，他指座談會為該會
同仁和各領域精英、政府要員等提供
一個平台，大家互相探討，各抒己見
，為社會的各項發展出謀獻策。周振
基指，該會作為香港一百多萬潮籍鄉
親中歷史最悠久且最具代表性的工商
團體，一直以來擔當着加強交流、促
進合作的橋樑，密切和內地各省市以
及海外團體的交流和聯繫。教育和慈
善工作是該會會務工作中的重要組成
部分，日前家鄉潮汕地區發生特大洪
災，該會隨即發動同仁捐款賑災，在
8月21日下午將首筆善款港幣五十萬
請中聯辦代轉予災區。他感謝會董同
仁的大力支持，在這個年度舉辦和參
與了大量的活動。周年大會後緊接着
舉行 「團結建港」座談會，是次邀得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擔任主講嘉賓。

【本報訊】由東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主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協辦、東區區
議會贊助之 「東區康體杯乒乓球比賽
2013」已於日前假柴灣體育館舉行。當
日出席主持頒獎典禮的主禮嘉賓有：東
區區議會副主席龔栢祥、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東區副康樂事務經理黎潔晶、東區
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王良炳、東區
助理警民關係主任郭永全、東區康樂體
育促進會副會長江子榮、主席李廣林、
副主席伍青嶽等。

該會副會長江子榮致辭時講述打乒
乓球的好處，並鼓勵市民參加乒乓球的
訓練，尤其是年輕而又有潛質的球員，
只要配合適當的訓練，加上努力練習，
一定會有出色表現。他又鼓勵大家除了
乒乓球之外，亦可選擇合適自己的運動
，每天堅持去做，定可保持身心健康。

主席李廣林致辭時表示，除了年輕
人打乒乓球之外，他覺得對長者和已退
休的人士亦非常適合，因為乒乓球不是
一個人可以玩的運動，需要有球友做對
手，因此有助結交友誼和擴闊生活圈子。

當日賽事分別安排了男子及女子成
年組單打，男子及女子青少年組單打，
全體參賽者的表現十分認真，在場觀眾
都為他們鼓掌打氣，使全日比賽在精彩
緊湊過程中順利完成。

參賽者在經過激烈比賽後，賽果如
下：男子成年組冠軍江安民；亞軍嚴少
陽；季軍鄭旭恒；殿軍鄧光輝。男子青
少年組冠軍游華添；亞軍蔡俊杰；季軍
施穎亨；殿軍黃柏棟。女子成年組冠軍
卞嘉遙；亞軍陳鴻兒；季軍陳建慧；殿
軍梁珊麗。女子青少年組冠軍詹樂琳；
亞軍麥志瑜；季軍王靖嵐；殿軍袁綽羚。

【本報訊】香港青年動力協會主辦的 「第
二屆思辯杯全港校際辯論邀請賽」於日前舉行
決賽，主辦單位期望藉此辯論比賽提升青少年
對社會現況與政策的獨立批判思維，訓練青少
年的邏輯思維和組織技巧，更可協助他們建立
自信及培養群體合作精神。

決賽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演講廳進行，香

港青年動力協會創會會長陳有海及香港青年動
力協會主席汪紅、教育局政治助理施俊輝、民
政事務局政治助理徐英偉、香港青年聯會主席
霍啟剛、油尖旺民政事務助理專員趙頌恩、深
水埗民政事務助理專員賈亦恒、中聯辦青年工
作部王林主持決賽儀式。

是次比賽所選出之辯題均為時下熱門時事

議題，旨在讓各參賽同學透過辯論學習多角度
思考新聞熱點、社會及民生事務。辯論比賽由
五月開始，經過多個回合的較量，於日前舉行
冠軍賽和季軍賽，辯題分別為 「增加直資學校
數目對香港教育發展利多於弊」及 「增設跨境
學童校網無助解決學位不足問題」。經過一番
龍爭虎鬥，比賽最終由協恩中學奪得冠軍，亞
軍為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季軍和殿軍則分別
為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及顯理中學；而最佳
辯論員的殊榮亦由協恩中學及新界鄉議局元朗
區中學同學奪得；最佳風度獎則由南亞路德
會沐恩中學及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同學奪
得。

民政局政治助理徐英偉致詞時表示，透過
辯論比賽不單可訓練同學的邏輯思維、應變力
和表達技巧，還可鼓勵同學對時事及社會增加
了解，保持敏銳的觸覺。教育局政治助理施俊
輝則讚揚同學在比賽前準備充足，在比賽時能
議論縱橫、雄辯滔滔，表現出色，從中可以得
到對改善教育政策的寶貴建議；主辦單位香港
青年動力協會創會會長陳有海MH,JP表示本屆
思辯杯全港校際辯論邀請賽共有38所中學參加
，參與的學生及評審人數多達200位，感謝各
參賽同學，投入比賽，表現優異，更加感謝各
位評判及協作單位的支持與鼎力相助，令到比
賽得以順利進行。

▲香港潮州商會首長會董合照，前左起
：副會長林宣亮、張成雄，永遠榮譽會
長劉奇喆，會長周振基，永遠榮譽會長
許學之，副會長胡劍江，核數師關永樂

本報記者方成攝
◀周振基主持周年大會

本報記者方成攝

潮州商會倡團結建港

南區各界國慶籌委會成立

▲南區各界慶國慶籌委會成立大會上，籌委合影

中藥業協會理監事就職

▶致送紀念品
，右起呂偉強
、黃光輝、曾
鈺成、李應生
、黃雪英

▼香港中藥業
協會第三屆理
監事成員與主
禮嘉賓合照

東區乒乓球賽圓滿舉行

▶ 「第二屆思
辯杯全港校際
辯論邀請賽」
日前舉行決賽
，圖為頒獎嘉
賓和獲獎選手
合影

思辯杯校際辯論 協恩奪冠

昨晚， 「慶祝國慶64周年 香港回歸16周年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成立一
周年暨與海內外瓊屬社團聯結友好社團宴會」 假灣仔會展中心大會堂隆重舉行
。 「相知無遠近，鄉音總關情。」 逾2000位家鄉領導、海外嘉賓、各界友好
及會員鄉親歡聚一堂，同聲慶賀。

本報記者 黃閩

▲▲海南社團總會慶國慶回歸暨會慶海南社團總會慶國慶回歸暨會慶，，主禮嘉賓為活動主持主禮嘉賓為活動主持亮燈儀式亮燈儀式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 「東區康
體杯乒乓球
比賽2013」
圓滿結束，
主禮嘉賓和
獲獎選手合
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