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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九龍婦女聯會、美孚婦女會
、美孚商業總會、美青體育康樂聯會及香港豐
順同鄉聯誼總會組織的 「香港─九龍各界社團
領袖梅州豐順考察交流團」一行約50人，於本
月6至8日赴廣東省梅州市、豐順縣進行為期3
天的考察交流，並向當地公益慈善事業捐贈50
萬元人民幣，受到梅州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
張麗霞、副部長吳懷浪，豐順縣政協主席徐慶
青、縣委常委邱翠茂、縣政協副主席兼統戰部
部長蔡偉娟等領導的熱情接待。

考察團由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巡視員余汝文
擔任榮譽顧問；中聯辦九龍工作部處長李細春
，廈門市政協委員、深水埗中南分區委員會主
席陳鏡秋擔任顧問；豐順縣政協常委、九龍婦
女聯會榮譽顧問、香港豐順同鄉聯誼總會主席
黃曾自香擔任榮譽團長；九龍城長老福善會主
席、九龍婦女聯會名譽會長陳尤麗樺擔任團長
；梅州市政協委員、香港豐順同鄉聯誼總會常
務副主席蔡華堂，九龍婦女聯會會長鄭臻，美
孚婦女會會長梁李英蘭，美孚商業總會會長謝
劍蘭，美青體育康樂聯會主席吳貴雄擔任副團
長；觀塘區議會副主席、九龍婦女聯會主席蘇
麗珍，梅州市政協委員、香港豐順同鄉聯誼總
會副主席徐位建擔任秘書長。

考察團甫抵梅州市，即參觀了梅州市風景
秀麗的歸讀公園，到劍英湖規劃現場聽取有關
江南新城建設規劃方案和認捐種植情況，並先
後參觀了中國客家博物館、葉劍英紀念館，考
察豐順縣鄧屋地熱電站，遊覽豐順太平寺、萬
佛園及 「自香綠道」等景點，到豐順縣市場實
地了解情況，購買當地特色農副產品。

在是次考察交流活動中，陳尤麗樺向 「劍
英湖認種認捐植樹活動」和豐順縣公益事業各
捐贈20萬和10萬元人民幣，黃曾自香向 「海外
學子客都情」暑期交流項目和豐順縣公益事業
各捐贈10萬元人民幣。

促進梅港交流合作
張麗霞代表梅州市委市政府設宴款待考察

團一行，她讚揚各團體在香港社會上都有一定
的影響力，積極參與香港社會事務，經常組織
會員到內地訪問交流，積極支持內地的公益事
業。她說，雖然梅州先天條件有劣勢，但市委
市政府卻緊緊抓住發展二字，繁榮文化，建設
生態，幾年中已取得長足進步。目前，粵港兩
地交流溝通越來越頻繁，將來的合作會更廣。

徐慶青、邱翠茂、蔡偉娟代表豐順縣委縣
政府熱情接待考察團一行，徐慶青介紹說，豐
順縣是廣東省著名的溫泉之鄉，是最早利用地
熱發電的地方，地下溫泉儲量大，水溫高，水

質好，藥用療效高，豐順旅遊資源豐富，空氣
質量好，非常歡迎考察團多走一走，看一看，
感受一下客家人的熱情。

黃曾自香已不是第一次率團來家鄉考察交
流，但這次計劃已久的行程仍使她感觸良多。
一向熱心公益慈善事業的她非常感謝各社團領
袖到她的家鄉參觀考察，實地了解 「世界客都
」梅州市的各項建設，為促進梅港交流合作、
支持家鄉公益事業作出貢獻。第一次到訪梅州
的陳尤麗樺坦言，能與九龍各界社團領袖到訪
當地，既欣賞美景，又做公益事業，是一件十
分開心的事。考察團團員紛紛表示，通過是次
緊湊的考察訪問行程，了解客家淵源、民俗、
民情、民居、文化，享用客家美食，收穫良多。

考察團團員還包括李蓮、古麗芳、楊石娣
、馮美雲、趙鳳儀、陳皖蓉、鄧明慧、林美容
、歐陽美英、黃萍嬌、溫文娟、張瑋瑜、王頌
良、鍾奕玲、吳啟車、蔡文忠、田玉平、徐玲
玲、黃壹紅、黃瑾瑜等。

【大公報訊】香港五邑青年總
會日前於大美督燒烤場舉辦了親子
燒烤同樂日，出席的人數包括家長
及小朋友近1000人。

香港祖籍在江門五邑的人士超
過125萬人。香港五邑青年總會特意
舉辦大型活動、社會服務等，提供
一個交流平台，凝聚及團結在港之
五邑青年，本年度的首個大型活動
於勞動節當日舉行，總會更獲得多
個協辦團體的支持，攜手合作，最
終活動順利完成。

當日天公作美，天清氣爽，五

邑青年總會會長黃達東聯同常務副
會長兼活動籌委會主席甄韋喬及會
董會、各區參加者於大美督燒烤場
共度歡樂時光。總會更安排不同的
娛樂節目，包括抽獎環節、魔術表
演等帶起全場氣氛。魔術師的賣力
表演及出神入化的扭氣球技術，令
大人、小朋友樂開懷。總會最後還
安排拍攝大合照，與約800位的參加
者一同大聲喊出 「五邑，加油」的
口號，為在港五邑人及總會本年度
承辦的「2014年世界江門青年大會」
加油。

【大公報訊】 「港澳山雅同鄉聯
誼會」為慶祝成立10周年，於5月23
日假北角富臨皇宮舉行會慶聯歡宴會
，並同時慶祝該會第四屆董事就職典
禮。當晚冠蓋雲集，鄉親賓客盈門，
高朋滿座，邀得前全國人大代表、培
僑教育基金董事會主席吳康民出席主
禮，中聯辦處長王建源、中聯辦台務
部處長沈燕雄、原中聯辦協調部部長
周志榮和處長蔡清愛等亦到場祝賀，
場面熱鬧。

該會會長吳明哲在致詞時說 「港
澳山雅同鄉聯誼會」過去十年的發展
成長，是有賴石獅公會的關照、同各
友會的大力支持，以及各位鄉親的團
結和互助精神分不開的。而本屆經澳
門和本港同鄉多次協商組成的 「港澳
山雅同鄉聯誼會」，是該會發展邁進
一個新的里程碑。

吳明哲於致詞中最後表示堅信在
鄉親們的和諧、團結、互助關心支持
下，一定可以將會務辦得更興旺。

會長周振基對陳家強應邀到臨表示熱烈歡
迎，他首先向會董介紹了陳局長，並感謝陳局
長百忙之中為潮州商會首長、會董介紹香港的
財經事務工作。

陳家強對潮州商會一直以來支持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表示讚賞。他表示，潮州商會聚集了
眾多本港商界名人，能夠到潮州商會講解財經
方面的問題，深感鼓舞。演講過後，該會榮譽
顧問劉炳章，常董陳捷貴，會董陳偉泉、蕭成
財、吳茂松、陳森利、張詩培等，分別就財經
事務提問，問題包括了雙倍印花稅、滬港通、
人民幣兌換、強積金等內容，陳局長一一作了
詳盡的解答。

出席是次座談會的有張成雄、胡劍江、陳
智文、許學之、藍鴻震、劉炳章、陳捷貴、陳
蕙婷、張俊勇、周卓如、方平、吳哲歆、葉振
南、蔡少洲、蕭成財、吳少溥、高明東、陳偉
泉、張敬川、胡炎松、章曼琪、陳德寧、林世

豪、胡楚南、柯成睦、魏偉明、陳厚寶、陳森
利、鄭捷明、羅永順、黃志建、羅少雄、許平
川、陳生好、趙錦章、周厚立、胡澤文、吳茂
松、張少鵬、張詩培、陳育明、余秋偉、李志
強、林本雄、陳正欣、蔡敏思，以及陳光明、
賴冠霖等。

「建港講座」 群賢備至
據悉，潮州商會第48屆會董會推出 「團結

建港」系列座談會以來，分別邀請了行政長官

梁振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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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
會議員田北辰，香港演藝學院校長華道賢，行
會成員林健鋒，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榮任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之潮籍鄉彥、發展局
局長陳茂波，保安局局長黎棟國，食物及衛生
局局長高永文，香港教育學院校長張仁良、民政
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嶺南
大學校長鄭國漢，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周恩
來侄女周秉德和周恩來秘書及警衛等任嘉賓。

【大公報訊】記者胡進報道：5
月17至18日，來自香港青年聯會、香
港學生發展委員會、香港菁英會、香
港華菁會的50餘名香港青年企業家來
到廣西北海，和當地大學生共同參與
中國內地首個香港青少年國情體驗和
創新創業基地的創立。

廣西自治區政協副主席、自治區
黨委統戰部部長賴德榮說，創建 「香
港青少年國情體驗和創新創業基地」
，是為了向香港青少年增加一扇了解
祖國光輝歷史、領略燦爛中華文化、
認識國家發展形勢的窗口，打造香港
青年在內地創業發展的實踐平台，搭
建桂港青少年思想交匯、文化交流、
感情溝通的橋樑。

「廣西與香港地緣相近，人緣相
親，語言相通，習俗相同，兩地合作
交流前景十分廣闊。我們熱忱歡迎香
港青少年朋友到廣西觀光旅遊、考察
交流、投資興業，尋求發展機會。同
時也真誠希望香港、廣西兩地青少年
交往更密切、互動更頻繁、情誼更深
厚」。

首期香港青少年國情體驗和創新
創業基地實踐團團長、香港廣西社團
總會副會長、香港廣西社團總會青年
委員會常務副主席譚鎮國說，剛剛過

去的四月份，隨 「共和國之旅」來到
廣西柳州，與600多名青年朋友一起
欣賞柳州美景，感受少數民族的熱情
，獲益良多，卻又感覺意猶未盡。很
高興時隔一個月，又來到廣西，在北
海見證香港青少年國情體驗和創新創
業基地的誕生。

首期香港青少年國情體驗和創新
創業基地實踐團成員共50多人，均為
香港青年企業家，平均年齡30歲左右
。他們在基地開展為期兩天的實踐活
動，聽取題為《回眸歷史，了解廣西
，圓中國夢》的國情講授，參觀北海
城市規劃館、港資企業、工業園區，
在果蔬大棚與種植農戶交流，參與桂
港青年植樹聯誼活動，並在大學飯堂
用餐體驗內地大學生活。

該項目由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統
戰部發起，廣西海外聯誼會、香港廣
西社團總會、廣西中華文化學院、北
海市海外聯誼會主辦、協辦，中央政
府駐港聯絡辦青年工作部支持。中央
政府駐港聯絡辦青年工作部部長陳林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會長鄧清河、香
港學生發展委員會首席顧問龍子明，
港區政協青年聯會會長、香港廣西社
團總會常務副會長蔡加讚等參加啟動
儀式。

【大公報訊】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僑界社
團聯會會長余國春和中國僑聯副主席、香港僑
界社團聯會主席陳有慶一行昨日到訪《大公報》
。本報董事長兼社長姜在忠對眾僑領表示熱烈

歡迎，一行人參觀了《大公報》歷史展覽並觀
看《大公報》介紹片，隨後座談交流，雙方表
示將繼續加強交流合作，共同為香港、為國家
作出貢獻。

到訪的香港僑界社團聯會首長還有常務副
會長陳金烈，副會長王欽賢、李潤基、沈家燊
，秘書長陳志煒，常務副秘書長程燕及辦公室
主任李金林。本報總經理盛一平、社長辦公室
副主任韓紀文、助理總經理方明珊等陪同社長
一同接待了來賓。

余國春介紹說，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成立於
2004年，由陳有慶、黃光漢及他為首的僑領倡
議發起，團結了香港廣大華僑，該會一直秉承
愛國愛港的創會宗旨，牽頭舉辦了紀念辛亥革
命百周年、四海同春新春晚會、經濟論壇等有
影響力的大型活動。他亦表示，今年適逢該會
成立10周年，將舉辦系列慶祝活動，而僑界與
《大公報》有很多共同點，希望今後多加合作
，共同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國家的富強昌盛貢
獻力量。陳有慶、陳金烈、李潤基、沈家燊等
僑領亦表示一直是大公報的忠實讀者，並為本
報提出了寶貴的建議，希望雙方繼續增進交流
與合作。

港青國情體驗基地北海首建

◀內地首
個香港青
少年國情
體驗和創
業基地在
廣西北海
建立

廠商會辦青年展亮融樂日

【大公報訊】香港潮州商會前日
於該會會所大禮堂舉行第19場 「團結
建港」 座談會，邀請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局長陳家強到會。陳家強與該會會
董及同仁分享他在財經事務工作中取
得成就的心得體會。

▲潮州商會邀陳家
強談財經事務，賓
主合照

◀周振基會長（右）
與陳家強局長親切
交談

▲廠商會青年委員會主席張永鴻（第二排左六）與青委成員及眾學生交
流，宣揚共融訊息

港澳山雅同鄉聯誼會就職

▲港澳山雅同鄉聯誼會十周年會慶暨董事就職，賓主合照

港僑聯會首長一行訪大公報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致送紀念品予《大公報》董事長兼社長姜在忠。左起：程燕、李潤基
、陳金烈、余國春、姜在忠、陳有慶、王欽賢、沈家燊、陳志煒、李金林

各界社團領袖訪梅州豐順

▲考察交流團在中國客家博物館合照

【大公報訊】香港中華廠商聯
合會（廠商會）青年委員會（青委）
日前與職業訓練局展亮技能發展中
心觀塘分校合辦 「廠商會青年展亮
融樂日」，18名青委成員連同廠商
會中學的學生，與技能發展中心的
學生互相交流，並一同焗製蛋糕及
沖泡港式奶茶，藉此宣揚和諧共融
、彼此尊重的訊息。

廠商會青年委員會主席張永鴻
在致辭時表示，該委員會一向積極

參與各項與青年人有關的社會服務
工作，致力培育年輕人以 「多參與
、多體驗」的態度投身和服務社會
，他表示： 「今次活動是希望讓不
同背景及界別的青年人學習建立自
信、互相尊重及互惠互助的精神，
從而達致和諧共融的目的。」

是次活動由廠商會青委會及職
業訓練局展亮技能發展中心觀塘分
校合辦，香港咖啡紅茶協會全力支
持。

五邑青年總會千人親子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