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濟全主持新一屆職員就職宣誓，他致辭時感謝社會各界、會員
同仁的鼎力支持。羅濟全續作會務報告，指該會新一屆理監事將繼續
秉承聯絡鄉誼、增進團結的理念，以改革創新為主旨，團結愛國、愛
港、愛龍川的人士入會，培養青年一代，傳承龍川精神，推動同鄉會
不斷發展壯大，貢獻國家香港家鄉。

招募各界青年 回鄉考察
陳智健致辭指，該會向來高舉愛國愛港愛鄉旗幟，支持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有口皆碑。他透露，該會將成立香港龍川青年協進會，招
募各界有志青年，組織返鄉考察，參加環保、節能、綠化等研討交流
活動，同時透過舉辦多元化活動發掘青年人潛能，貢獻社會。他承諾
，任內凝聚會員，全力辦好會務，推動會務發展更上新台階。

吳惠權表示，該會創會66年來，有賴各位前輩的辛勤付出和鄉親的
鼎力支持，又讚新一屆理監事有幹勁、魄力足，相信定將帶領同鄉會
會務發展再創高峰。他強調，香港正處於政制發展的關鍵時刻，需要
社會各界團結一心，堅定不移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呼籲各界積極
發聲，盼政改方案順利通過，早日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

主禮嘉賓黎寶忠、張麗萍先後致辭，他們均讚揚該會愛國、愛港
、愛鄉，建設貢獻良多。

釋放正能量 支持政改方案
黎寶忠表示，目前的特首普選方案是最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希望

在座鄉親朋友，積極釋放正能量，支持政改方案通過。張麗萍向在港
龍川鄉親介紹家鄉經濟社會發展近況，並冀大家繼續支持家鄉建設，
推動龍川與香港兩地合作交流，共謀發展。執行會長黃華安致謝辭。
席間，該會首長向長者會員派發利是，賓主盡歡。該會第23屆理監事成
員主要包括：首席會長吳惠權，會長羅濟全，執行會長黃華安，常務
副會長鄔潤輝，副會長林玉珍、鄔偉忠、葉長春、黃安森、黃敬、鍾
順英，理事長陳智健，副理事長鄔勁聲，監事長林茂源等。

龍川鄉會新屆就職聯歡
羅濟全陳智健分膺會長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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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商邀中銀研一帶一路商機

港府邀請香港全
體議員本周日北上深
圳與北京中央官員會
面，就政改方案進行
最後的溝通交流。

2017年有否普選
，將在一個月之後見
分曉， 「泛民」議員
手中的選票將如何選
擇，成為普選成敗的
關鍵。換言之，香港
將何去何從，就在香
港 「泛民」議員一念
之中。

在此，筆者再次
呼籲 「泛民」議員要

看清形勢，把握最後機會，避免無休止的爭拗與對抗，
避免香港沉淪。

首先， 「泛民」要看清楚，中央對普選的態度一如
既往，積極支持香港實現普選，但在原則問題上不會退
讓。與中央官員溝通對話，不是 「討價還價」。中央早
已明確表示，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框架
下的普選方案，不可更改，沒有討價還價的空間。即便
否決此次政改方案，未來的政改方案也不可能在違背基
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前提下進行。時至今日，
任何幻想都是無益的，泛民議員需避免一念之差，導致
「千古之錯」。

第二， 「泛民」議員應該清楚，如果不是真正的愛
國愛港者，如果堅持與中央對抗，覬覦特首的寶座永遠
只是奢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與香港的繁榮穩
定大於一切，若想通過普選爭奪本地管治權此路不通。

特別是溫和 「泛民」議員應想清楚，是做個可商可
量的忠誠反對派，還是跟在激進分子後面，成為為反對
而反對的激進力量。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
會主任李飛早就提醒不要做 「馬路天使」，把自己一生
貢獻給馬路。激進對抗是沒有前途的，也沒有發展的空
間。

第三、溫和 「泛民」若真心關心香港，願意服務香
港，這將有一條康莊大道可走。

習近平主席最近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
顯示，國家將以改革創新精神推進統一戰線工作。講話
特別強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需要最廣泛
地團結港澳台海外同胞。要團結港澳社會各界人士，積
極支持配合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絕大多數 「泛民」並非敵對力量，而是可能團結的
「統一戰線」。眾所周知，每屆政府需要大量各級官員

作為管治團隊的一部分，過去有部分溫和 「泛民」知名
人士加入到政府團隊，各方反應正面。我相信，一旦實現普選，民選的特首會
納入更多有能力、愛香港的各方人士加入到管治團隊，溫和 「泛民」成為管治
團隊的一部分並非不可能，而且人數一定會擴大。

第四、 「泛民」應考慮，政改一旦不通過，香港將陷入何等局面。對香港
發展的負面影響有多大？

目前不少人士在評估被否決後的香港局勢。普遍分析認為，這將直接影響
香港的政治環境和經濟社會發展，社會的對抗和撕裂將會加劇，政府施政將更
加舉步維艱。

政改方案否決將損害香港與中央的互信，導致激進勢力做大。為了香港未
來發展和 「一國兩制」實踐獲得更大成功，中央與香港各界包括 「泛民」政治
互信和良性互動很重要，這有助於長遠改善關係，彼此交流溝通。一旦政改方
案不獲通過，相信中央會認為香港 「泛民」的確是不可溝通無法爭取。而一旦
損害與中央的政治互信和良性互動，反對派也就無法謀取自身發展的更大空間
。如此香港將走上激進的不歸路，溫和派喪失了活動空間，對抗將更加劇烈。

政府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下，更加難以施政。議會內拉布成常態；街頭政治
直接衝擊法治。政府的有效管治將喪失，香港的發展不得不在這些虛耗中停滯
不前。

第五、 否決方案誰的損失最大？
一旦2017年實現特首普選，受益最大的當然是500萬合資格的選民和全體

香港市民。
一人一票，令普通市民有了參與政治的權力，有了對政府管治能力的評判

和支持與否的實際權力，這既是歷史的進步也是香港市民民主權利從無到有的
巨大變化。市民當然是大贏家。其次，一旦方案通過， 「泛民」特別是溫和 「
泛民」也將是大贏家。

一來 「泛民」議員投票支持政改方案通過，順應了民意，在接下來的兩場
選戰中，相信選民感念溫和 「泛民」的努力，會投票支持這些溫和派，溫和 「
泛民」流失的只會是激進派的選票（本來他們也難以拿到激進派的選票）。迄
今為止，所有的民調無一例外，顯示支持政改的人數佔據主流，如果政改成功
，溫和路線將重回香港的主流。

二來，溫和 「泛民」一向擁有較大的民意支持度，在普選中做 「造王者」
的可能性不小。

其三，按照目前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誰能說溫和 「泛民」就完全不能選
上特首？若某位溫和 「泛民」真正愛國愛港，與中央、與香港各界互動良好，
一旦獲得多數市民支持，相信中央也會向他拋出橄欖枝。

或許有人會問？按照上述邏輯，是否政改方案通過，中央的權力將大大縮
小？至少中央無法欽點某位特首。

正是這樣。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看到中央的一番苦心：為了香港的發展
，為了香港市民，中央的承諾是真心的，中央願意和期待把選舉香港最高領導
人的權力交給香港市民。

【大公報訊】潮州商會前日於會所大禮堂舉行座談會，邀請
中銀香港經濟及政策研究主管謝國樑到會，就國家推出的 「一帶
一路」戰略構思的意義和對香港產生的影響，以及如何利用 「一
帶一路」帶出的商機。張成雄會長與副會長林宣亮、陳智文、馬
鴻銘等，歡迎謝國樑博士和中銀香港各位經濟及政策研究人員，
對他們前來與同仁分享 「一帶一路」的戰略意義表示感謝。

謝國樑介紹說， 「一帶一路」是指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習近平主席2013年訪問東盟國家時提出
了 「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思，不但東盟各國反應熱烈，而且成為
一股推動中國與世界經濟發展的動力。歷史上，香港和潮汕地區
均處在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位置，有着廣闊的經貿人
脈，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張成雄指出，謝國樑的介紹，極大地加深了會董同仁對 「一
帶一路」戰略的了解。會董及同仁十分高興有機會分享研究成果
和心得體會。常務會董林鎮洪、會董莊小霈及其他會董，分別提
問，謝國樑博士一一作了詳盡的解答。

出席座談會的有：陳維信、劉奇喆、周厚澄、蔡衍濤、許學
之、藍鴻震、馬亞木、鄭翔玲、陳蕙婷、張俊勇、蔡少洲、林赤
有、周卓如、馬僑生、方平、吳哲歆、黃進達、葉振南、林鎮洪
、張敬慧、蕭成財、陳德寧、唐大錦、高明東、馬清楠、張詩培
、陳澤華、邱子成、吳少溥、胡楚南、陳建源、柯成睦、魏偉明
、鄭捷明、羅永順、黃志建、羅少雄、陳欣耀、楊劍青、吳茂松
、張少鵬、蔡少偉、余秋偉、吳宏斌、李志強、佘英輝、林本雄
、莊健成、陳志強、蔡敏思、陳耀莊、史立德、林月萍、馬清揚
、莊小霈、陳生好、陳建年、陳建明、陳偉香、賴偉星、魏海鷹
、羅志豪、蘇少初等。

【大公報訊】香港義工聯盟主席譚錦球等
首長，日前拜訪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副
局長蕭偉強等，賓主就本港社會福利政策、人
口老化，以及釋放本地勞動潛力等方面進行交
流。譚錦球稱，互助共融的文化要進一步根植
於社區，除了有賴政府的推動，需要民間力量
支持，義工聯盟將一如既往致力團結及凝聚香
港各界義工團體及組織，扶持弱勢社群、宣揚
關愛文化，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維護香港
繁榮穩定。

張建宗讚揚義工聯盟配合特區政府施政，
透過跨界別協助扶助弱勢社群，為社會注入龐
大的正能量。他指，義工聯盟的宗旨與特區政
府扶貧安老助弱施政重點脗合，特區政府推動

扶貧安老助弱的決心堅定不移。
張建宗介紹了多項惠及長者和弱勢社群的

措施：一是最低工資從今年五一勞動節起由30
元增至32.5元；二是長者生活津貼，聚焦向本
港65歲或以上有經濟需要的長者加強支援；三
是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兩元乘車優惠，現已
分階段擴展至綠色專線小巴，反應正面，已有
六十五萬長者使用；四是政府希望在明年推出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低津），鼓勵就業，估
計屆時將有二十萬個基層家庭受惠。

此外，張建宗亦談及加強託兒服務，釋放
婦女勞動力；香港青年北上就業等議題，期望
與義工聯盟於提供義工服務託兒計劃、轉介需
緊急援助人士等服務有更緊密的合作夥伴關

係。
譚錦球表示，為配合政府扶貧安老助弱計

劃，義工聯盟成立短短一年，已主／合辦近百
項義工活動。義工聯盟未來的工作是做好基層
市民調研工作，制定策略，配合特區政府及勞
福局的政策，針對性展開義工服務，助弱扶貧
等工作和計劃。

義工聯盟並將設立 「緊急援助基金」，以
及時及彈性的模式處理，向受因不幸事故、意
外或災難等突發情況影響的有需要的人士，伸
出援手。

義工聯盟其他出席成員包括：常務副主席
王惠貞、蔡加讚、馬鴻銘，監事會副監事長費
斐，執委會副主席陳勇及幹事會代表等。

葉建明

▲曉毅戲迷天地會為主角生日切蛋糕場面

好友與戲迷賀曉毅生辰
【大公報訊】曉毅天地戲迷會於日前在旺角帝京酒店，舉行 「2015曉毅生

日會」，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陳笑風親臨出席，為他的入室弟子、風腔傳人、
深圳市劇團當家文武生曉毅慶生，二百多名粵劇界友好及戲迷歡聚一堂。曉毅
致辭時感謝廣大香港戲迷長期以來支持他的演藝事業，以及見證他在藝術上的
成長，他不僅自己獻唱粵曲、流行曲，更聯同團長黎健；花旦：吳思明、李翠
翠、譚蘭燕等，以一曲又一曲經典小曲饗與會嘉賓。晚會氣氛熱烈，歌聲舞影
相伴。

該會會長曾伍鳳英盛讚曉毅年輕有為，以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形
容他學藝和演出的精益求精精神，期望他再接再厲，繼續為廣大戲迷獻上大家
喜聞樂見的好戲，無論是時裝和古裝，藉此弘揚廣東粵劇文化藝術，促進社會
和諧。

出席晚會的還有：該會名譽會長黃嘉玲；會長曾伍鳳英；副會長朱詠珊、
李英等。

▲謝國樑（前排中）與張成雄（前排左二）等首長合照

香港義工聯盟拜會張建宗
◀香港義工聯盟主
席譚錦球（前右二
）及常務副主席王
惠貞（前右一）、
蔡加讚（前左二）
、馬鴻銘（後排右
三），監事會副監
事長費斐（前左一
），執委會副主席
陳勇（後排右二）
拜訪勞工及福利局
，並與張建宗局長
（前中）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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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龍川同鄉會 「成立66周年暨第23屆職員就職及
會員敬老聯歡大會」 ，日前在九龍灣百樂門隆重舉行，羅
濟全、陳智健分別榮膺會長、理事長。河源市委常委統戰
部部長張麗萍、副部長譚麗娟，中聯辦社聯部副部長黎寶
忠、九龍工作部副部長劉國強、新界工作部副部長楊小嬋
，全國政協委員、該會首席會長吳惠權，龍川縣委統戰部
部長鄧振忠，河源市外事僑務局局長謝海航、僑聯主席吳
藝珍，該會創會會長黃石華等出席主禮，與該會首長、各
界好友、會員鄉親近千人歡聚一堂，同申慶賀。

大公報記者 馮玥

▲（左起）譚麗娟、陳智健、張麗萍、羅濟全、吳惠權、黃石華、
黎寶忠等出席典禮

香港龍川同鄉會成立香港龍川同鄉會成立6666周年暨第周年暨第2323屆職員就屆職員就
職典禮及會員聯歡敬老職典禮及會員聯歡敬老，，賓主合照賓主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