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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滬鎮同鄉總會新屆就職
【大公報訊】記者馮玥報道：香港深滬鎮

同鄉總會 「成立三周年暨第二屆職員就職典禮
聯歡晚會」，日前在九龍灣展貿中心隆重舉行
，新膺會長施秋平率第二屆職員，在主禮嘉賓

中聯辦社團聯絡部副部長黎寶忠、香港福建社
團聯會榮譽主席林廣兆、香港華閩集團副總經
理丁炳華、香港晉江同鄉會會長施能獅、晉江
市深滬鎮黨委書記洪金城等的見證下隆重就

職。
施秋平表示，該會成立三年來，在創會會

長陳金烈、首屆會長王世造、監事長施純民的
帶領下，為旅港深滬鎮鄉親搭建了良好平台。
他並承諾，新一屆全體同仁將堅定愛國愛港愛
鄉的立場，積極參與香港社會事務，支持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

當晚賓朋雲集，嘉賓還包括香港福建同鄉
會會長陳聰聰，國民黨菲華文經總會中央常務
委 員 陳 良 將 軍 ， 菲 律 賓 Cavite 省 長 Jonvic
Remulla，該會創會會長陳金烈、首席會長王
世造等社團領袖、家鄉領導及海內外慶賀團逾
千人，場面盛大。

王世造匯報該會首屆職員開展的會務工作
，林廣兆致祝賀辭。他們均表示，相信該會在
會長施秋平、監事長蔡建達的領導下，推動會
務更上新台階。

積極參與香港社會事務
林廣兆讚揚該會在參與香港社會事務、支

持家鄉建設等方面貢獻卓越。他又呼籲會員鄉
親簽名支持 「反佔中、反暴力、保和平、保普
選」行動。

晉江市深滬鎮黨委書記洪金城，晉江市深
滬鎮歸國華僑聯合會主席陳榮燦，世界臨濮施
氏宗親總會慶賀團團長施聯炳，旅菲深滬同鄉
會總會慶賀團團長楊志忠，福建省姓氏源流研
究會施氏委員會慶賀團團長施能輝，旅菲晉江
華峰同鄉會慶賀團團長施丕雄，旅菲晉江華海
同鄉會慶賀團團長施長升等嘉賓先後致辭祝賀
，蔡建達致謝辭，禮成歡宴。

香港深滬鎮同鄉總會第二屆職員主要包括
：會長施秋平，監事長蔡建達，常務副會長陳
坤良、林貽克、陳茂博，副會長吳俊立、林俊
芳、陳榮榮、蔡奕聰、施天扶、柯尊重，副監
事長吳文博、吳世庚、施新築、陳安忍、蔡俊
仁、周良挺，秘書長呂曉東等。

中總副會長及內地事務委員會專責會長林
樹哲在結業儀式上表示，香港有逾百萬福建人
，閩港關係向來緊密，經貿文化交流更是源遠
流長。香港擁有成熟的服務型經濟體系，能為
內地企業提供國際級的金融服務，而香港的營
銷、會計、法律等人才，也能為內地企業提供
專業的意見，藉以提升企業管治和形象。

課程內容理論經驗並重
林樹哲期望閩港企業多加合作，為創造兩

地的繁榮共同努力。總會副會長林樹哲聯同榮

譽會長林廣兆向學員代表頒發結業證書。
廈門市納絲達無紡布總經理陳壇祥表示，

研討班提升學員在市場營銷、人才培訓以及管
理營運上的認識，並將應用於日後的經營活動
中。

廈門市福運精舍商貿董事長尚曉男說，此
次實地考察和學習是認識朋友、開闊眼界的平
台，有利廈門企業充分借鑒香港企業的管理模
式，建立長遠的國際市場。

弘睿（廈門）投資管理總經理張作華亦指
出，研討班既有結合切身實踐及精湛理論的授

課，又提供了與香港專家直接交流、對話的機
會，使學員對香港先進的管理理念和堅定的創
新精神有了深刻的認識。

兩地經濟互補共建繁榮
澤祥集團董事長陳陽海表示，五天的學習

和考察讓學員深入了解到香港在企業管理、小
政府大社會的管理模式，以及現代服務業、金
融業等發展經驗，期望與香港企業建立緊密的
合作交流。

出席研討班結業禮者尚包括培訓委員會委
員邱建新、蔡偉石、梁婉儀、吳連烽，婦女委
員會副主席周娟娟，內地事務委員會委員謝鵬
元、李國強，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黃楚恒，
對外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李惟宏，及講師代表香
港公共行政學會會長方國榮博士。

【大公報訊】日前，香港潮州商會會長周
振基率領會員鄉親一行三十多人赴星光觀光遊
覽，同行的首長還包括副會長張成雄、陳智文
及常董黃進達，會董陳強、鄭捷明、胡澤文等
。商會一行抵達新加坡後，登上麗星郵輪雙子
星號，沿馬六甲海峽前往檳城、浮羅交怡及馬
六甲等地。是次星馬之行增進了商會首長與會
董、會員之間的相互了解，結誼聯歡，彰顯商
會立會之 「敦睦鄉誼」宗旨。

抵獅城第一天，參觀遊覽了新加坡地標獅
頭魚尾像，新加坡植物園及牛車水。常務會董
黃進達在烏節路義安城東海酒樓招待豐富晚餐
。新加坡植物園號稱全球最大，園中遍布世界
各地的花草樹木，還有空中瀑布。在這裡除了
感受到花草之美，還帶出保護原始森林重要性
的強烈信息。

檳城及馬六甲被聯合國世界遺產城市聯盟
列為世界遺產城市，中國人尤其是潮州先賢在
這裡拚搏奮鬥的光輝歷史，為城市進步作出重
要貢獻，亦留下很多寶貴遺跡和景點。浮羅交
怡是一處享受沙灘與陽光的好地方，各位團友

在盡情享受大自然之餘，為身心 「充電」。
潮州商會作為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商會之一

，以潮州人的團結精神凝聚大批香港潮籍精英

。商會是次組織星馬之旅，既綰結友誼，又敦
睦鄉情。尋覓先賢光輝足跡，勉勵同仁齊心合
力，與時俱進，促進會務發展再上新台階。

【大公報訊】昨日，萊蒙國際集
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黃俊康、董事長助
理兼經營管理部總經理陳志香、新業
務發展中心副總經理繆玫麗、投資者
關係部主管梁家樂、市場營銷部品牌
策劃副總監屈淼等一行到訪大公報，
並參觀了大公報史展覽。大公報總經
理盛一平、副社長兼執行總編輯李大
宏與助理總經理田志偉對貴客光臨表
示熱烈歡迎，並熱情地向黃俊康等一
行介紹了百年大公起伏跌宕的傳奇報

業發展史。
黃俊康對大公報百多年來在促進

國家進步發展進程中所作出的貢獻和
影響力深表讚許，並冀日後能加強雙
方交流合作，共同為促進香港繁榮發
展做出貢獻。在參觀過大公報歷史進
程後，訪問團隨後參觀了本報編採部
門，並與本報領導進行座談會，以加
強雙方了解和緊密合作關係，為推動
國家發展和香港繁榮作出建設性討
論。

萊蒙國際董事長訪大公報

新馬泰歸僑聯會籲反佔中

旺角坊會百仁基金慶回歸

潮商組團暢遊星馬 【大公報訊】記者馮玥報道：香
港新馬泰歸僑華人聯合會前日假觀塘
社區禮堂，舉辦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17周年暨國務院白皮書學習座談會」
，該會會長駱漢生，副會長劉漢平，
攜眾會員鄉親一同出席。會上宣讀了
新馬泰等18各團體聯合反對 「佔中」
的聲明，並發表 「告香港市民書」，
呼籲愛香港有擔當的香港人企出來、
齊發聲，簽名支持 「保普選反佔中」
大聯盟、踴躍參與下月十七日的 「反
佔中」遊行，凝聚社會正能量。

駱漢生會長主持香港回歸17周年
慶祝會，他致辭時高度評價 「一國兩
制」是空前的創舉，續列舉、對比香
港回歸前後的多項數據，實證香港自
回歸17載，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
個方面逐步強盛，市民安居樂業。駱
會長說，現時香港社會事端突起、並
不太平，少數反動派企圖以各種形式
擾亂香港安定，破壞社會和諧，必須
堅決抵制，同時亦要警惕與抵制外國
勢力趁機入侵。作為香港社會的一員
，他呼籲廣大市民不再沉默，勇於發
聲，以實際行動保衛自己的家園。

白皮書釐清中央管治權
當日，駱漢生、劉漢平等多個首

長於會上分享白皮書學習心得。駱漢
生全面講解並釐清：中央擁有對香港
「全面管治權」，包括 「中央直接行

使的權力」和 「對香港實行高度自治
的監督權力」等概念。他指出，白皮
書全面闡述回歸以來 「一國兩制」在
香港特區的實踐成就，明確表示香港
不是獨立於國家主體之外的地方行政

單位，它的存在與發展同國家利益、
安全與命運息息相關。為此，市民應
該認真研習白皮書，領會其內涵，擁
護 「一國兩制」，堅持以基本法和人
大常委有關決議，用和平、理性、務
實的態度，選出愛國愛港的行政長
官。

副會長劉漢平嚴厲譴責少數反動
派及某些司法人員，知法犯法，危害
香港安定，呼籲市民認清形勢，明辨
是非，切勿被少數反動派煽動利用，
損己禍港；宣傳部副主任葉德民指出
，香港自回歸以來，社會上存在 「愛
國愛港」和 「反中亂港」的較量，反
動勢力猖獗，甚至圖謀投靠國際反華
勢力，會導致社會和政局動盪，而當
務之急是團結一切愛國愛港力量，為
香港安定發聲出力。

理事汪英則表示， 「港人治港」
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在香港政制發
展的關鍵時期，白皮書的發表猶如一
盞指路明燈，有助於港人全面準備把
握 「一國兩制」的含義，理解基本法
在香港的權威地位。副秘書長陳小浪
言辭犀利地揭穿少數反動派發起 「公
民抗命，佔領中環」的真面目，強調
回歸祖國推動了香港民主政治發展質
的飛躍，普選須符合香港實際，不能
照搬西方模式。

是次活動由緬甸華僑校友會、老
撾華僑香港聯誼會、廣西印尼歸僑聯
誼會、香港國際華商會合辦，會員鄉
親反響熱烈，即場簽名支持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行動，並表示會在親
友間傳播愛國愛港訊息，為維護香港
社會的繁榮穩定貢獻力量。

【大公報訊】日前，旺角街坊會
與百仁基金合辦 「慶祝香港回歸17周
年樂TEEN加油！SUMMER FUN」
活動，邀請到名歌星胡鴻鈞、何雁詩
、天堂鳥等演出助興，更分享怎樣面
對逆境，在不同環境自強不息，自我
增值，應付各種挑戰，及安排遊戲節
目邀請台下嘉賓一同參與，是次活動
免費招待區內青少年及家庭成員共五
百人，當日邀請油尖旺民政事務助理
專員趙頌恩、百仁基金副主席廖宇軒
蒞臨主禮，佛山巿南海區大瀝鎮社會

工作局常務副局長林婷，聯同三十二
位青少年及家長一同參與，旺角街坊
會理事會主席梁華勝、副主席郭永昌
、陳仲傑、關樹根、梁賜均、卓德江
、郭文龍、葉德榮、會長葉健忠、陳
香蓮、崔揚安一同出席。

梁華勝表示，期望能透過是次活
動，為青少年帶來正能量，為青少年
加油打氣，更邀請國內學生參與是次
活動，為使國內學生能多了解香港文
化，希望能增加兩地文化交流，加強
香港和國內同胞互相了解。

◀林樹哲（前排右
六）、林廣兆（前
排右五）及中總成
員與研討班學員合
照

【大公報訊】香港中華總商會為廈門市委統戰部及廈門市工商聯舉辦的研
討班日前圓滿結束，該班40名學員為統戰部、商會的領導與幹部及福建省企
業家。他們就經濟、工商貿易及企業管理等方面的情況在港進行為期7天考察
學習，期間並參觀拜訪了本港企業及相關機構。

▲香港潮州商會首長、會員在新加坡獅頭魚尾像前合照

◀在黎寶忠（中）見證
下，王世造（右二）、
施純民（右一）移交印
信予施秋平（左二）、
蔡建達（左一）

本報記者
馮 玥攝

▼香港深滬鎮同鄉總會
聯歡晚會，賓主合照

本報記者
馮 玥攝

▲大公報總經理盛一平（左五）、副社長兼執行總編輯李大宏
（右五）與助理總經理田志偉（左三）熱烈歡迎萊蒙國際集團
有限公司董事長黃俊康（左六）率團到訪大公報

▲駱漢生會長（右五）與出席首長在台上合照，呼籲會員鄉親抵制 「反
中亂港」 行為 本報記者馮玥攝

▲演出嘉賓與主辦機構代表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