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在莊嚴的國歌聲中揭幕，出席的嘉賓
，還包括灣仔區聯絡處主任李國雄，新界區聯
絡處主任陳鴻基，港島東區聯絡處主任邱建新
，深水埗區聯絡處副主任葉海蓮，九龍東區聯
絡處副主任李賢勝，油尖旺區聯絡處副主任林
振永等。當日適逢 「國際父親節」，李應生連
同各區主任送上節日祝福，同賀香港回歸，盼
香港的明天愈發和諧美好。

共建和諧共融香港
李應生致辭時指，香港是個多元開放、包

容關愛的社會，多年來港人憑藉自強不息的精
神克服了種種挑戰。特別是香港回歸，為當地
帶來更大的發展機遇，經濟社會穩定發展，與
內地交流合作日益密切，進一步推動兩地共贏
發展，成績斐然。他並指，政改首輪諮詢剛剛
結束，諮詢期內中總透過不同渠道推動會員及
工商友好積極發表意見，並提交上千份意見書
，盼社會各界求同存異，以積極、務實態度，
推動香港政制發展。

李應生指，7區聯絡處與該會愛心行動委

員會攜手合作，在全港不同地區為長者、單親
家庭、新來港人士及少數族裔家庭舉辦關懷送
暖活動，獲得社會一致讚譽。他續呼籲大家積
極響應該會愛心行動，共建和諧共融的香港。

中總舉辦多項愛心活動，會長楊釗都有親
臨支持。談及舉辦是次別出心裁的觀影會，楊
釗笑言，慶回歸是每年的大事，以往大多採取
會員聯歡的形式，今年有所創新，改為綜藝表
演暨電影欣賞會，這既是多元化慶回歸的一種
創新，亦是對特區政府 「築福香港」家庭月的
積極響應，使得參與者在活動中享受家庭的樂
趣，進一步凝聚家庭情感、增進會員團結、為
構建和諧香港注入更多正能量，令國際化、現
代化的香港倍添幸福感和人情暖意。

團結各界傳正能量
楊會長續說， 「奮鬥」、 「拚搏」是凝聚

香港精神的重要元素，是次活動特意選擇《中
國合伙人》這部電影，是為了勉勵大家不懈努
力，憑藉毅力與勤勞去建立屬於自己的人生，
並冀社會各界團結一心，散播正能量，將香港

精神代代傳承，為香港的繁榮安定作出更多貢
獻。楊釗透露，接下來中總將舉辦系列慶回歸
活動，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支持。

活動當日亦有歌舞及抽獎助興，靈恩學校
幼兒唱《香港是我家》引得台下掌聲陣陣，並
有中總聯絡處合唱團傾情獻唱、天堂鳥男子組
合精彩表演等，現場歡聲笑語、溫馨熱鬧，賓
主共享愉快周末時光。

中總慶回歸辦電影欣賞會
響應築福香港招待逾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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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商接待中總研討班嘉賓
【大公報訊】由全國工商聯研究室調研處

副處長陳聚春率領的香港中華總商會第201期
「香港工商業研討班」全體學員，日前到訪香

港潮州商會，受到會長周振基、副會長張成雄
的熱烈歡迎。

嘉賓首先觀
賞了介紹潮州商

會及傑出潮
人的短片
。名冠國
際的潮籍

精英生動和奮鬥的事跡，讓研討班學員感受
到潮州人在世界各地各個領域取得的輝煌成
就。

研討班獲各界支持
周振基致歡迎辭時說，香港中華總商會自

1982年創辦 「香港工商業研討班」，至今已開
辦201期，受到特區眾多政府部門、各商業機
構及高等學府的鼎力支持，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同時又配合內地經濟發展，協助內地培訓了
大批人才。第201期學員都是來自各省、自治

區經濟領域的精英，潮州商會有機會接待各位
精英，與他們交流商貿經濟各方面的經驗，獲
益不淺。

潮籍精英名人輩出
陳聚春對潮州商會的熱情接待表示衷心感

謝，並對潮籍傑出人物取得的成就表示欣賞和
敬佩。他說，潮商與晉商、徽商，是中國著名
的三大商幫，在世界享有很高的聲譽，隨着國
家改革開放的政策不斷深入，潮商更加在世界
揚名立萬，聲譽甚隆。他對有機會直接與潮商
的代表社團、代表人物周振基和張成雄交流，
感到十分榮幸，覺得獲益良多。

張成雄為嘉賓介紹了世界、香港和潮州本
土的潮州人分布情況，指出潮州商會代表的是
香港的潮籍精英群體，愛國愛港愛鄉，努力奮
鬥，事業有成者比比皆是。他希望，各嘉賓日
後多與香港潮籍人士交流，大家共同探討繁榮
兩地經濟的大計。來自貴州省工商聯的徐錫文
、來自重慶工商聯的張軒箔，以及來自吉林工
商聯的劉岩，分別對潮州商會的資金、運作、
活動及首長如何兼顧私人企業和商會事務等方
面提問，周振基和張成雄熱情地為嘉賓作了詳
盡的解答。

中總第201期 「香港工商業研討班」的嘉
賓，分別來自全國工商聯和河北省、吉林省、
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重慶市、廣西壯族
自治區、貴州省、雲南省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的工商聯各級官員。

◀周振基為嘉賓詳盡解答問題
▼周振基（前排右六）、張成雄（前排左七）與研討班
學員合照

【大公報訊】為紀念已故著名僑
界愛國領袖、愛國愛港人士的傑出代
表莊世平，在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創會
主席陳偉南的倡導下，2012年成立了
「莊世平基金會」，基金會除了宣揚

莊世平的高尚情操，讓莊世平的愛國
愛港精神得到發揚光大之外，也努力
做好位於廣東省普寧流沙莊世平博物
館的保育工作。

主席陳偉南首先致辭，他對各位
鄉親鼎力支持基金會的工作表示衷心
的感謝，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基金會的
工作，把莊老的高尚情操和寶貴精神
推向新的台階。副主席陳統金則詳細
介紹了莊世平博物館的運作和開放以
來產生的巨大影響，特別是對年輕一
代的深遠教育意義，他表示，未來除
了加強保養博物館內莊老珍貴的展品

之外，也將致力推動對外工作，爭取
更大成績。與會同仁就如何辦好莊世
平博物館，以及做好基金會的工作，
紛紛提出意見，籌謀劃策。

據了解，莊世平出生於普寧果隴
村，後來於香港創立香港南洋商業銀
行，新中國成立時，南洋商業銀行在
香港掛起第一面五星紅旗；國家改革
開放，他率先進入內地發展金融業；
他協助創建汕頭大學，為國家教育事
業貢獻力量；他歷任全國人大代表，
全國政協常委，獲頒香港特區政府大
紫荊勳章。出席會員大會的有：陳有
慶、蔡衍濤、陳偉南、許學之、陳幼
南、陳統金、陳厚寶、張成雄、歐陽
成潮、吳連烽、李國強、姚樹聲、莊
榮敘、周卓如、陳生好、許義良、馬
照祥、陳俊懷、林楓林等。

莊世平基金會開會員大會

保良局與KOTRA攜手公益

【大公報訊】保良局獲得韓國商
貿推廣法定機構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
社（KOTRA）的支持，組織近十家
韓國企業向該局捐贈物品，開展在港
韓國企業持續參與捐贈保良局的社會
慈善活動。

是次善舉乃KOTRA繼去年5月
後，今年除再次統籌參與 「香港禮品
及贈品展」之6間韓國參展商捐贈展
品予保良局外，更捐出文具予該局之
住宿兒童，並邀得兩大韓國企業，包
括曉星國際（香港）有限公司及大象
集團香港有限公司，分別捐贈LED電
燈及韓國特色食品予該局，發揮在港
韓企服務社群的善心力量。

KOTRA中國總部總代表咸正午
於5日親身到訪保良局了解其慈善工
作，並聯同KOTRA駐港代表韓國貿
易館（香港）館長崔台植、曉星國際
（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金容台
及大象集團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梁龍
澤一同出席，齊心支持是次捐贈活動
。保良局行政總監陳欽勉代表局方接
受KOTRA及韓國企業之捐贈，隨後
引領各代表參觀該局位於銅鑼灣的總

部，詳細介紹保良局之歷史源流及現
時所提供的多元社會服務。

活動期間，陳欽勉代表保良局接
過由咸正午代表KOTRA駐港代表韓
國貿易館（香港）所遞交之意向書。
有見保良局在港一直致力保赤安良、
護老扶弱，KOTRA香港將與保良局
保持緊密的夥伴關係，承諾每年統籌
在港韓國企業向該局作出捐贈，並加
強企業間宣傳回饋社會的重要性及推
廣保良局善業，從而提升在港韓企就
社會企業責任範疇的參與度。

陳欽勉感謝KOTRA及各韓企的
慷慨捐贈： 「本局十分榮幸能得到
KOTRA牽頭，組織在港韓國企業持
續為本局作出捐贈等慈善活動，期望
日後有更多企業的持續參與。保良局
服務香港迄今已136年，實有賴各界
工商機構對保良善業的捐助和參與，
令更多有需要的社群受惠。」咸正午
表示： 「KOTRA將會連同在港韓國
企業，持續推展捐贈等慈善活動，履
行回饋社會的企業責任，從而令企業
間推行慈善公益活動更有系統和持續
性。」

【大公報訊】全球最大學生組織
AIESEC日前於 「AIESEC香港青年可
持續發展高峰會2014」的開幕典禮上
，公布最新香港可持續發展之調查結
果，顯示受訪青年人對本港現時在環
境、社會、經濟、教育的可持續發展
表現偏向不滿意，環境方面更獲最低
評分，結果反映出青年人對香港的長
遠發展有危機感。

主禮嘉賓香港行政會議召集人林
煥光、索尼香港董事長中西泰介及中
華電力有限公司集團可持續發展經理
Ms. Elizabeth Pennie，與現場逾300
名本地及來自印度、瑞典、台灣、日
本、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地的中學生
及大學生展開一連4天的討論，研討
他們對這國際都會未來可持續發展的
理念及期盼，將年輕人對香港可持續
發展的建議向 「官、商、民」反映。

林煥光表示： 「香港的可持續發
展需要各方面的人才配合，社會需要
更多具有國際視野，並且具創新思維
的 青 年 人，而 AIESEC 的 Youth to
Sustainability Summit正為年輕人提供
一個平台，裝備好自己，並為社會提

出更多意見，共建美好香港。」
AIESEC香港總會會長黃嘉俊說

： 「本會認為可持續發展是保持香港
未來競爭力的關鍵因素，但我們從曾
到外地交流的香港會員中發現本地大
專生對可持續發展議題的關注度和認
知比其他國家的大專生都較薄弱，故
有望是次調查及高峰會可引起學界、
以至社會各界對此議題的討論。」

AIESEC在今年5至6月，以問卷
方式訪問了453名年齡介乎18歲至25
歲、主要為大學生的本港青年，請他
們就現時香港於社會、經濟、教育、
環境可持續發展評分，結果發現社會
及環境可持續發展表現滿意度平均分
都低於5分，當中以環境保護一項僅
得4.37分，得分最低。而環境可持續
發展對香港競爭力的重要性亦被認為
最不重要，反映社會對環境保育關注
度不足。教育方面，被訪者認為教育可
持續發展對香港競爭力為最重要，而
「提供足夠資源提升香港學生國際視

野」被認為對香港教育可持續發展甚
為重要，香港年輕人應向多方面發展
，提高國際視野，提升個人競爭力。

港青為可持續發展發聲

【大公報訊】中國港澳303區港島獅子會
日前假灣仔修頓遊樂場舉行 「樂齡歡樂日」，
免費招待千五名65歲以上長者。大會除了安排
豐富的表演節目外，還有中醫義診，每位長者
並獲贈利是和禮物福袋，讓長者感受到社會各
界的關懷和愛心。活動邀得國際獅子總會中國
港澳303區總監馮炳壽及第一副總監陳敬德蒞
臨主禮。

當日協辦的機構包括聖約翰馬爾他爵士基
金（遠東總會）、循道衛理灣仔長者服務中心
、康頤長者中心、跑馬地鵝頸橋街坊福利會、
粉嶺寶靜老人院、北角居民協會和勵德賢毅
社。

港島獅子會本着 「我們服務」的精神，自
1979年創會以來，已在香港和內地進行多項服
務。除了在香港推行環保、青少年教育及長者

服務外，並贊助腎病教育和研究基金，又全力
支持在內地推行的 「視覺第一中國行動」醫療
計劃，冀望幫助更多的視障同胞重見光明。

現時港島獅子會與台灣、韓國、菲律賓及
加拿大四個獅子會結盟，在推動各地獅子會交
流獅子精神貢獻一分力量。

港島獅會關懷長者獻愛心

▲港島獅子會主辦 「樂齡歡樂日」 ，場面熱鬧

▲莊世平基金會召開會員大會，與會首長合照

▲香港青年人為本港可持續發展發聲，反映本港競爭力的未來展望

◀陳欽勉（右
三）接過意向
書後，咸正午
（左三）、崔
台植（左一）
、梁龍澤（左
二）、金容台
（右二）及余
陳慧萍（右一
）合照

為慶祝香港回歸暨特區政府成立17周年，香港中華總商會7區會員聯絡處
昨日假會展中心舉辦 「合家歡樂慶回歸綜藝表演暨電影欣賞會」 ，分為愛心場
與會員場兩場，招待逾千名新來港人士及會員親友，一同觀賞《中國合伙人》
電影，親子同樂，溫情洋溢。該會會長楊釗，副會長袁武、莊學山，該會聯絡
委員會主席兼中西區聯絡處主任李應生，與中聯辦港島工作部處長陳馥忠、九
龍工作部副處長吳小玔等蒞臨主禮。 大公報記者 馮玥

◀楊釗會長（
右七）、袁武
副會長（右六）
及李應生主席
（右五）與一
眾嘉賓於儀式
前合照

▼楊釗會長（
右一）向靈恩
學校代表頒發
紀念狀，親切
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