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長蔡振忠承諾，新一屆常務理事會將秉
承 「出心、出力、出錢」的宗旨推動會務發展
，與社會各界一起攜手並進，服務社群，繼續
加強地區公益服務和推動地區和諧健康發展。
當晚筵開100席，社會各界友好、家鄉領導及
會員鄉親齊聚一堂，同申慶賀，場面熱鬧。

各界讚譽總會貢獻
鄧灼南表示，該會自2012年成立以來，在

廣西社團總會的領導下，以及社會各界的支持
下，舉辦多項會務活動，會務蒸蒸日上。近年
來，該會在促進桂港兩地交流合作方面扮演橋
樑紐帶作用，得到各界一致讚譽。

張朝戈讚揚該會精誠團結，落力支持香港
發展，為加強桂港兩地合作貢獻良多。他續介
紹家鄉欽州市的經濟社會近況，冀旅港鄉親一
如既往支持家鄉新一輪經濟建設，共享發展新
機遇。張朝戈希望，該會以是次就職為新的里

程碑，在繼續推動兩地商貿合作、文化交流等
方面作出更多貢獻。

鄧清河致辭時表示，總會將繼續支持屬會
的會務發展，在教育，文化等方面為會員提供
多樣化的服務，廣泛聯誼鄉親，增強歸屬感。
「七一」將至，他呼籲大家堅持愛國愛港立場

，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多發聲、反 「佔中
」，努力維護香港繁榮安定。

以香港利益為依歸
蔡振忠致辭指，該會成立以來短短兩年時

間，由不足50人的小組架構，發展至今日會員
人數逾6000人，成績斐然，已成為香港廣西社
團總會轄下最具廣泛代表性及影響力的屬會之
一。他表示，該會心繫香港，將繼續以香港利
益為依歸，團結桂籍社團，加強桂港合作，把
服務帶到各區，盡心回饋社會。

李慧琼主持監誓，該會常務副會長、籌委

會主席陳威聲致謝辭。該會名譽顧問羅志超，
中聯辦九龍工作部處長林琨琅，立法會議員鍾
樹根、梁志祥、陳恒鑌，全國人大代表蔡素玉
、劉健儀，廣西政協常委何志佳，全港各區工
商聯永遠榮譽會長吳為贊，油尖旺工商聯主席
沈安儀，香港廣西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吳維新
、史立德，香港荃灣工商聯主席葉平南，香港
九龍西區各界協會會長鄧祐才等亦出席盛會。

該會第二屆常務理事會成員包括創會會長
鄧灼南，會長蔡振忠，常務副會長區民耀、陳
威聲、鄧祥興，副會長許垂展、彭佳蔓、蔡天
永，秘書長何志威，副秘書長鄧淑儀，財務長
鄧祥興等。

廣西欽州總會理事會就職
張朝戈鄧清河鄧灼南主禮 蔡振忠膺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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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善壇夏季贈醫贈藥會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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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從甲午之戰到抗戰勝利》大型展覽將於明
日至22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館全館隆重展出。開幕禮將於
明日下午3時舉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中聯辦副主任楊健
、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姜瑜、駐港部隊首長、全國人大常委范
徐麗泰、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中聯辦協調部部長沈沖、教
育局副局長楊潤雄、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劉漢祺等出席主
禮。

是次展覽由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公民教育委員會、
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客屬總會、港台青年交流促進會、香港
學生活動基金會、新界社團聯會、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合辦，
全港200多位社會各界知名人士和香港眾多主要社團共同協辦
。《從甲午之戰到抗戰勝利》大型展覽展品橫跨120年時光，
不少是第一次公開，十分珍貴。展覽通過大量珍貴歷史圖片、
文物、日本侵華地圖、戰報、手令、典籍及紀錄片等，真實深
刻展現從120年前甲午之戰到抗日戰爭的發生經過、影響，給
中國人帶出的教訓與啟示，翔實引證甲午戰爭以來中國人走過
的艱辛歲月，以史為鑑，掌握未來。

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面對內憂外患，外敵多次入侵，經
受了嚴峻考驗。一批批優秀中華兒女救亡振興，前仆後繼，英
勇不屈，尋找救國富強之路，百年來感人事跡激盪人心，十分
震撼，當中歷史教訓與啟示，尤值得中國年輕一代包括香港青
少年深入研究，深刻記取。落後就要捱打，發展才能自強，中
華兒女不能忘卻過去民族的苦難與屈辱，要無愧於今天的責任
與使命，不負明天的夢想與追求。通過今次展覽，鼓勵年輕一
代為明天的理想奮鬥，建立遠大眼光，迎接美好未來。

展覽6月下旬在中央圖書館結束後，還將移師柴灣青年廣
場繼續展出，讓廣大巿民，尤其是新生代有更多機會接觸鮮活
的歷史文物和珍貴的展品，藉多元渠道深化個人知識面、豐富
自身的體驗。展品在柴灣將吸引更多人參觀，同時令更多參觀
者從中獲得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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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馮玥報道：安
徽省合肥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韓冰
率領合肥市代表團一行日前到訪香港
潮州商會，該會副會長胡劍江，永遠
榮譽會長蔡衍濤、許學之，會董兼總
務部副主任林赤有，會董兼文化事務
委員會副主任胡炎松，會董余秋偉，
青年委員會副主任林月萍等出席接
待。

胡劍江致辭，首先歡迎合肥市代
表團一行蒞會交流。他說，該會和合
肥市多年交好，建立了深厚友誼。去
年，該會組織訪問團赴安徽及合肥參
觀訪問，拜訪市主要領導、走訪合肥
高新區、並探訪該會會員在當地的投
資項目，得到各級領導的熱情接待，
在此表示衷心感謝。他又指，通過組
團訪問，深入了解當地的經濟社會發
展情況，並讚揚當地投資環境及資源
優越，發展潛力巨大，令訪問團一行
開闊眼界，增長見識，感受良多。尤
其是近期，合肥配合中央中西部發展
戰略，推出不少新舉措，更吸引了不
少港商前往投資。

他續向訪問團介紹該會歷史，指
出，該會成立至今逾百年，是本港一
百多萬潮籍鄉親中歷史最悠久、最具
代表性的工商團體，會員多為來自香
港各行各業的精英。該會秉承創會宗

旨，敦睦鄉誼，促進工商，弘揚文化
，服務社會，興學育才，扶貧救災，
獲得社會一致讚譽。近年來，該會更
朝向年輕化、專業化、國際化的目標
邁進，未來冀該會與合肥加強了解、
增進友誼，促進兩地友好交流合作，
共築美好明天。

韓冰對該會的熱情接待表示感謝
，他讚揚香港潮州商會凝聚潮籍政商
界翹楚，堅持愛國愛港愛鄉，為國家
為香港為兩地交流作出重要貢獻。他
續從區位優勢、交通運輸、人力資源
、政府支持、製造業、電子信息、食
品產業、海外投資等方面詳細介紹合
肥市發展近況。他特別指出，該市剛
剛榮獲 「綠色中國．傑出綠色生態城
市」稱號，享有良好的自然環境和社
會環境，歡迎各位到合肥投資興業，
尋求合作商機，分享發展新機遇。

到訪的代表團成員還包括：合肥
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政府新聞辦主
任、市委外宣辦主任魏玉萍，長豐縣
委副書記、縣長許華，肥西縣委常委
、宣傳部長劉波，安徽金屯集團總經
理、省工商聯常委、省工商聯直屬商
會副會長方興，安徽九盛玻璃科技有
限公司總經理方磊，安徽周福記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汪成林，香港文
匯報安徽辦事處主任胡鑫等。

潮州商會接待合肥代表團

【大公報訊】香港華人革新協會
於6月7日及8日，舉辦慶祝成立65周
年東莞兩天遊，參加的會員及親友合
共有180人。期間安排了敬老活動及
聯誼活動，亦參觀了多個景點及啖荔
。於6月7日假座橫瀝鎮名廚御膳酒樓
作會慶聯歡午宴，出席者包括橫瀝鎮
地方領導，該會永遠名譽會長陳協平
、會長陳樹標、副會長蔡映潮、主席
林耀文及多名副主席。午宴還安排了
多個文娛節目。

主席林耀文致詞時指出，華革會

是一個傳統愛國愛港社團，回歸後該
會全力擁護 「一國兩制」，推動落實
《基本法》及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對最近的政改諮詢亦積極參與和投
入。他指出，所有違反《基本法》規
定的提名方案，都不應列入第二輪政
改諮詢的討論範圍。有聲音提出的所
謂 「民間電子公投」，其結果並不代
表真正的民意。他期望，在政府作第
二輪政改諮詢時，大家能將討論範
圍放置於符合《基本法》規定的軌
道上。

華革會東莞慶65周年

【大公報訊】通善壇第六十六屆夏季贈醫
贈藥會開展禮暨提升雲浮市雲城區 「腰古通善
醫療綜合大樓」基礎設施支票遞交儀式日前舉
行。

治療貧病老弱患者
這個長壽慈善活動再一次為中西區內外的

街坊市民帶來包括內科、骨傷科、針灸科、牙
科等各科的義診服務，今年並將繼續禮聘30多

位政府註冊中醫師及牙醫參與及支持，是項有
意義的服務深受社會各界的讚賞。

出席典禮主禮嘉賓包括中西區民政事務專
員周可喬、中西區區議會主席／通善壇義務行
政總裁葉永成、雲浮市政協副主席闕繼興、中
聯辦港島工作部副巡視員李開剛、社會福利署
中西南及離島區福利專員彭潔玲、警務處西區
警區副指揮官簡啟恩、香港道教聯合會會長湯
偉奇、香港道教聯合會主席梁德華、中西區區

議會副主席陳學鋒、羅定市副書記陳定三、香
港中西區各界協會榮譽顧問陳特楚等。

通善壇理事長鍾孟齊致辭指出，該會每年
舉辦之夏季贈醫贈藥會為長期慈善項目，至今
已有66年歷史，期間雖然幾經社會動盪及其他
波折，但活動從未間斷，目的是讓貧病老弱患
者能得到適當治療，醫藥費用全免。 「夏季贈
醫贈藥」能夠為病患者服務至今，除了有賴數
十位義診中醫師，仁心仁術，風雨無間，每日
奔波應診，分文不受外；亦得到會員、各界善
長及社團鼎力捐助經費。根據資料統計，66年
來已約有超過60萬人次受惠。而有些早年受惠
人士恢復了健康且生活大大改善，甚至移民外
國，但仍念念不忘此項善舉，郵寄或囑咐子侄
捐款資助。他向各方仁人善士表達了衷心的謝
意。

關注內地醫療發展
此外，通善壇亦一直關注國內教育及醫療

發展，每年均透過中聯辦港島工作部，於國內
各省、市捐助希望工程學校及國內醫療發展項
目。今年理事會議決捐贈港幣50萬元，作為提
升雲浮市雲城區 「腰古通善醫療綜合大樓」基
礎醫療設施，祈望為當地居民改善醫療質素。
與此同時，為繼承去年的內地教育善業，該壇
及地區熱心人士今年另將捐贈港幣10萬元予通
善陳曉塘紀念中心小學以增加學校配套設施。

【大公報訊】記者溫寶生報道：港鐵近年
事故不斷，卻年年加價，惹來市民強烈不滿，
更批評政府監管不力，為讓港鐵公司了解不足
，繼而進行改善，九龍社團聯會於上月中以電
話隨機抽樣方法成功訪問近1500名巿民，發現
接近六成的受訪者認為港鐵故障頻密，建議港
鐵燃眉之急是直接減低票價，引入高層扣薪制
度及在繁忙時段增加班次，以挽回愈來愈差的
形象。

港鐵於5月底宣布，按 「可加可減機制」
，由6月29日起加票價平均3.6%，單程票價加
幅最高達兩成；加上港鐵近期意外不斷，引發
社會各界不滿，當中有不少要求改善的聲音。
有見及此，為了解市民對港鐵服務的意見，九
龍社團聯會於5月5日至12日期間，透過電話系
統以隨機抽樣方法，成功訪問了1439名受訪者
，當中包括807名在職人士。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貞，秘書長暨觀
塘區議員洪錦鉉及理事暨觀塘區議員顏汶羽，
前日於彌敦道會所舉行記者會頒布有關調查報
告。顏汶羽表示，調查發現，接近六成的受訪
者認為港鐵故障頻密；同時，超過四成的受訪
者認為港鐵在事故處理上表現普通，這反映港
鐵有其改進的空間。

洪錦鉉指出，在繁忙時間，過半數受訪者

要等候兩班或以上列車，反映現時港鐵載客量
不足以應付香港人的需求，情況不容忽視。至
於有建議港鐵引入高層扣薪制度，即在服務延
誤達某個時間，便需扣減與車務營運相關的部
門高層人工的建議，則有近四成半的受訪者表
示支持，認為可提升港鐵服務質素。

王惠貞理事長總結報告時表示，港鐵作為
本港運輸業的最大企業，有必要承擔社會責任
。建議港鐵：一、直接減低票價；二、檢討可

加可減機制；三、引入高層扣薪制度；四、完
善交通分流系統；五、改善硬件設備；六、在
繁忙時段增加班次。王惠貞更期望港鐵引入高
層扣薪制度，務求有效處理事故問題，增加維
護工作。

同時，她指出港鐵加價對於基層市民來說
，無疑是百上加斤，而現時港鐵推出的優惠措
施，均有條件限制且受惠乘客的覆蓋率較低，
折扣幅度非常有限，故敦促其直接減價。

▲潮州商會接待安徽省合肥市代表團，賓主合照 本報記者馮玥攝

▲華革會於6月7日在橫瀝鎮舉行會慶聯歡午宴

九龍社團聯會促港鐵減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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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廣西欽州市聯合總會 「第二屆常務理事會就職典禮」 10日晚假九龍
灣國際展貿中心隆重舉行，蔡振忠榮膺會長。欽州市委常委、統戰部副部長
張朝戈，立法會議員李慧，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譚錦球，香港廣
西社團總會會長鄧清河，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陳旭斌、新界工作部副部
長謝錦文，創會會長鄧灼南等出席主禮。

大公報記者 馮玥

◀香港廣西欽州市聯
合總會第二屆常務理
事會就職典禮上，賓
主合照

本報記者馮玥攝

▼譚錦球（右）向新任
會長蔡振忠頒發委任
狀

本報記者馮玥攝

◀王惠貞（中）
、洪錦鉉（右）
及顏汶羽共同促
港鐵減價，設高
層扣薪制改善服
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