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晚筵開180餘席，近2000位各級領導、
各界嘉賓及會員鄉親歡聚一堂，暢敘鄉情，共
謀發展。該會理事長王少華與監事長黃煥明及
一眾高層在場熱情迎迓。莊嚴的國歌為儀式掀
開序幕，主禮嘉賓和該會主要領袖共同為該會
20華誕切生日蛋糕。

王少華在致辭時指，廈門聯誼總會成立於
1993年，由廈門市政協港澳委員發起，得到了
廈門市政府的全力支持。20年來，大家共同努
力，團結向前，薪火相傳，使聯誼會的隊伍日
益壯大，在社會上的地位日益顯著，為香港特
區、海峽兩岸及家鄉廈門的經濟發展，都發揮
了應有的作用。

她表示，未來該會將在歷屆理監事打下的
堅實基礎上，同心同德，團結包容，繼續高舉
愛國愛港愛鄉的旗幟，為保持香港穩定繁榮、

為建設美麗廈門、為兩岸和平發展、為培養年
輕精英盡快成為社團骨幹積極努力。讓該會更
具朝氣和活力，更加蓬勃興旺，共同投身於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夢、實現建成美麗廈門
之夢這個大時代。

上屆理事長李仲樹致辭時對該會會務作了
總結，他指，過去兩年，該會秉承宗旨，繼往
開來，團結鄉親在為國家經濟建設擔當橋樑紐
帶作用；在推動兩岸三地和平發展、在參與社
會活動，服務社會，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在強化自身建設，推動會員發展，維護會員權
益等方面均取得可喜的成績。他表示，相信在
新一屆理監事長的帶領下，定能同心協力，為
攜手共圓中國夢譜寫出更加輝煌的篇章。

主禮嘉賓王蒙徽、翁卡、吳良好先後致辭
，他們均表示，該會成立20年來，秉承愛國愛

港愛鄉的宗旨，積極參與香港的社會事務，熱
心支持家鄉和國家的各項建設，為密切港廈之
間的交流合作、為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了
傑出的貢獻。他們勉勵該會在新的歷史時期，
發揚傳統，與時俱進，更好地服務鄉親、服務
社會，進一步弘揚福建精神，共同為中華民族
的偉大復興而繼續努力。

主禮嘉賓為該會頒發了名譽職銜聘書和第
十一屆理監事選任證書，賓主並互贈紀念品。
監事長黃煥明致謝辭，創會會長陳金烈致祝酒
辭，儀式圓滿結束。 「是朋友，是兄弟，在一
起，共聯誼.....」在該會會歌聲中，歌舞表演開始
，在座各位一起度過一個愉悅和愜意的夜晚。

廈門聯誼總會20周年會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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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商會賀20獲勳鄉彥
觀塘工商聯晤民政專員商發展

【本報訊】香港
觀塘工商業聯合會永
遠榮譽會長楊孫西日
前接待觀塘民政事務
專員羅莘桉及助理專
員余嘉敏一行，應邀
出席的還有觀塘工商
聯會長陳延邦、創會
會長蔡德河、永遠榮
譽會長冼漢鑌、榮譽
會長王忠秣及副會長
施忠民。

羅莘桉表示，他
於今年七月履新觀塘
專員，現積極與觀塘各社團聯繫，以
了解各界對觀塘未來發展的意見。觀
塘正高速的發展，區內各項配套設
施將配合發展，預計六號幹線通車
後將可大幅度地改善觀塘區的交通情
況。

出席人士與羅專員就涉及觀塘發
展的範疇熱烈交流。楊孫西、陳延邦
、蔡德河、王忠秣等關注觀塘商貿區
如何與啟德郵輪碼頭同步發展以及近

年觀塘區地價與補地價等問題。
賓主雙方並就九龍東的未來發展

進行交流討論，並且期望在未來有更
多討論地區事務的機會。其後羅莘桉
參觀了香江國際大廈內各家公司，實
地了解工廈活化後轉為公司陳列室、
影樓及茶文化協會等用途。

觀塘民政事務處出席的還有高級
聯絡主任甘遠清、詹鎮源、聯絡主任主
管陳耀銘及聯絡主任梁可盼。

廠商會接待重慶巴南代表團
【本報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廠商會

）日前接待重慶市巴南區代表團，雙方就 「重
慶．香港工業園」的規劃和發展交換意見。

一行7人代表團由重慶市巴南區投資促進
辦主任熊琼率領，並由廠商會副會長吳永嘉主
持接待。熊琼表示，為促進渝港經貿合作，重

慶市外經貿委及重慶市巴南區政府早前與香港
四大商會及香港瑞安集團簽署合作框架協議，
希望透過商會向會員宣傳 「重慶．香港工業園
」的最新情況，推動園區成為內陸地區首個港
資產業基地。

吳永嘉表示，廠商會將全力為 「重慶．香
港工業園」提供所需要的協助，並向會員推介
園區的投資環境和政策等。重慶市政府亦可以
透過廠商會在香港成立一個窗口公司，方便兩
地間的溝通和協調。

代表團團員包括重慶市巴南區經濟園區建
設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胡驥、重慶市巴南區投
資促進辦副主任張宇峰等。廠商會出席接待者
尚包括副會長徐炳光、吳清煥，常務會董何煜
榮，會董蔡少森、吳國安及餐飲服務業委員會
主席符策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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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香港中華總商
會第195期香港工商業研討班
日前圓滿結束，該班14名學
員分別為來自商務部及各省
市商務廳的領導和幹部，主
要從事電子商務專業。他們
就電子商務、經濟、工商貿
易、教育及行政管理等方面
在港進行為期兩周的考察學
習，期間並參觀拜訪了本港
企業及政府相關機構。

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楊
益、中總培訓委員會副主席
劉佩瓊出席了研討班結業禮
，並向學員頒發了結業證書
。劉佩瓊在結業儀式上表示
，中國是世界電子商務大國
，中央政府大力推動資訊產
業的發展，以提升企業的競
爭力。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
，擁有自由的營商環境、國
際化的法制，完善的知識產
權保護法，以及完備的資訊
科技基建，在管理及營銷等
方面更有豐富的經驗。因此，
內地和香港在資訊科技發展
方面，可互補優勢，在拓展國
際市場、技術商品化、人才

交流、培訓等方面更可利用
CEPA和前海開放政策帶來
的機遇，深化合作，共同推
動兩地資訊產業的發展。

商務部人事司副處長侯
長勝表示，通過此次學習，
學員們對香港電子商務促進
經濟發展和轉型升級有了深
入的了解。香港精英薈萃，
善於把握機會，在金融創新
、電子政府建設、數碼發展
等方面取得突出的成績，特
別是政府在無線網路建設、
為公眾提供數碼格式資料、
向中小企業提供雲端服務等
方面，措施有力，為保持香
港經濟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
礎。特區政府通過互聯網等
現代科技服務公眾和機構的
努力和成效，尤其值得內地
借鑒。

出席研討班結業禮者尚
包括中聯辦經濟部貿易處杜
子君處長，培訓委員會委員
邱建新會董、蔡偉石會董、
李銘深會董、梁婉儀會董及
吳連烽榮譽會董，內地事務
委員會委員陳鴻基常董。

【本報訊】香港巴林商會日前假
港島香格里拉酒店舉行10周年慶祝酒
會，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巴林王國
首相經濟顧問暨前巴林財政及國家經
濟部部長Abdulla Hassan Saif等出席主
禮，與該會會長周亦卿等逾200名各
界人士歡聚一堂，共慶該會成立10周
年。

周亦卿在酒會上表示，商會的成
功有賴每位會員、夥伴及社會各界的
支持。他對巴林王國經濟發展委員會
、多位部長及該會前會長陳南祿致以
謝意。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該會已
成功為巴林、香港及內地的工商界搭
建了一個良好的平台，促進三地之間
的溝通和了解。將來，他們將一如既
往地與各界保持緊密合作，進一步促
進香港與巴林之間的商貿合作。

林鄭月娥表示，很高興出席酒會

，祝賀該會成立10周年。她讚揚該會
在促進巴林與香港經貿合作及交流等
方面的貢獻，而巴林與香港是聯繫緊
密的鄰居，她歡迎更多的巴林朋友來
港交流投資，共同為兩地的發展作貢
獻。同時，她指出，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香港在內地金融市場改革和人民
幣業務國際化兩方面都肩負重要角色
，希望香港擔負起促進內地與巴林經
貿合作的橋樑。

從巴林專程來港出席是次酒會的
Abdulla Hassan Saif 讚 揚 周 亦 卿 自
2001年獲委任為巴林王國駐香港名譽
領事，及2003年創立香港巴林商會後
，一直致力加強香港與巴林兩地之間
各方面的雙邊關係。他表示， 「這10
年以來，香港巴林商會在周亦卿的領
導及理事會成員的不斷努力下，為聯
繫兩地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

▲中聯辦經濟部楊益副部長（前左五）、中總培委會劉佩
琼副主席（前右五）和中總成員與學員合照

【本報訊】記者方成報道：香港潮州商會日
前在會所宴賀今年榮獲特區政府頒授勳銜的潮
籍鄉彥，該會永遠榮譽會長、潮屬社團總會創
會主席陳偉南擔任主禮。會長周振基表示，潮州
商會歷史悠久，長期以來對香港表現了勇於承
擔的責任感，和不斷作出貢獻的精神。獲勳鄉
彥秉承該會優秀傳統，樹立良好榜樣，他們將
激勵更多鄉親鼎力襄助、無私奉獻，為會務發
展、為香港繁榮穩定、為祖國富強昌盛奮鬥。

20名今年榮獲特區政府授勳的潮籍人士包
括：獲頒銀紫荊星章的鄉彥黃松泉，獲頒銅紫
荊星章的鄉彥吳宏斌、黃金池、葉振南、劉文
文、蕭楚基、劉鳴煒、周潔冰、馬慶豐、莊成
鑫；獲榮譽勳章的鄉彥陳偉明、鄭承隆、林雪
英、林資健、陳幼南、黃光苗、潘德明、鄭木
林；獲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的鄉彥周松東；
獲委太平紳士的鄉彥黃順源。

潮人拚搏樂善好施
周振基致詞時表示，本港潮籍人士努力拚

搏，勇於承擔，樂善好施，在不同的行業發光
發熱，做出了成績，獲得了成功，受到特區政
府褒獎。他說，非常敬佩鄉人碩英、壽星公偉
南叔，多年來只耕耘，不問收穫，熱心家鄉慈
善事業，尤其是在教育事業方面，捐錢數以億
計，從三歲小孩至百歲長者都認識他， 「偉南
叔與眾位獲勳鄉彥一樣，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追求的楷模。」

人生價值在於奉獻
周振基指，回歸以來，獲得行政長官頒授

勳銜的商會首長、會董及會員眾多，凸顯商會
長期服務社會，積極參與特區事務的努力不但
得到市民認同，也為特區政府廣泛肯定。這次
20位鄉彥獲勳，是全港潮人的光榮，他們為社
會貢獻良多，獲得殊榮乃實至名歸。他深信，
商會同仁必將在獲勳鄉彥奉獻精神的鼓舞下，
繼續發揚潮州人的優良傳統，為香港的和諧穩
定和經濟繁榮，為家鄉的興旺發達作出更大貢
獻。

陳偉南在會上分別回答了楊劍青、蔡敏思
和胡澤文會董，及葉振南常董的提問，他認為
，一個人事業成功了，不奉獻，不回報社會，
人生就沒有意義。他說，講奉獻，不在於金錢的
多少，很多時候，幫助他人是不需要金錢的，
扶老人過馬路；讓位給有需要的人士等，亦是
奉獻。 「金錢如廁紙，沒有不行，太多又無需
要。」最後，陳偉南分享自己兩句人生座右銘
：「事業成功在於努力、人生價值在於奉獻。」

隨後，葉振南、劉文文、周潔冰、陳幼南
、林雪英等受賀鄉彥分別分享服務社會心得及
經驗。陳幼南分享時並預告 「國際潮籍博士聯
合會」將於11月8日舉行成立儀式，正式亮相
汕頭第五屆粵東僑博會。

出席座談會的還有：張成雄、林宣亮、陳
智文、劉奇喆、蔡衍濤、許學之、藍鴻震、劉
宗明、吳哲歆、林赤有、高明東、林鎮洪、陳
德寧、鄭敬凱等逾100人，鄉賢邑彥歡聚同賀
，場面十分熱鬧。

「慶祝香港廈門聯誼總會成立二十周年暨第十一屆理監事就職典禮」 昨晚
假灣仔會展中心新翼三樓大會堂隆重舉行。中聯辦副主任林武，福建省委常委
、廈門市委書記王蒙徽，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李元明，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中華海外聯誼會副秘書長高衛東，福建省統戰部常務副部長翁卡，全國政協
常委洪祖杭、林樹哲，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良好及華閩集團董事長楊東成
等蒞臨主禮。廈門市政協常委、大慶集團有限公司副董事長、該會第十一屆理
事長王少華在致辭時表示，將與全體同仁一道，不負眾望，繼往開來，力爭拓
展會務工作的新空間，開創新局面。

本報記者 黃閩 陳英傑

▲吳永嘉（右八）致送紀念品予熊琼（右七）

◀香港巴林
商會21日舉
行成立10周
年慶祝酒會
，賓主舉杯
祝酒

永遠榮譽會長陳偉南主禮

▲香港潮州商會領袖與受賀同鄉合照 本報記者方成攝

▲周振基（左二）、張成雄（右）、林宣
亮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陳偉南（右二）

本報記者方成攝

▲楊孫西（前中）、陳延邦（前左二）、蔡德河（前右二）及王忠秣（
前左一）與觀塘民政專員羅莘桉（前左三）交流觀塘未來發展

▲楊孫西（右二）陪同觀塘民政專員羅莘桉（左二
）參觀香江國際大廈內各家公司

港巴林商會慶祝10周年會慶

▲ 「慶祝香港廈門聯誼總會成立二十周年暨第十一屆理監事就職典禮」 ，主席台上賓主合影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林武王蒙徽主持理監事就職

▲福建省委常委、廈門市委書記王蒙徽（
中）為理事長王少華（左）及監事長黃煥
明頒發選任證書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