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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漢輝寒冬敬老送米迎新年

廠商會辦創。理想系列講座

中總愛心行動關懷弱勢
【大公報訊】世界晉江青年聯誼

會、香港晉江社團總會青年聯合會日
前假銅鑼灣皇室堡迎囍大酒樓舉辦一
年一度聖誕聯歡晚會，青委成員偕親
屬及各界友好200多人歡聚一堂，場
面熱鬧。

當晚筵開20席，有委員扮成聖誕
老人與小朋友拍照和派禮物，現場節
日氣氛濃厚，熱鬧溫馨。中聯辦官員
，香港晉江社團總會主席施維雄，世
界晉江青年聯誼會永遠榮譽會長洪游
奕，香港晉江社團總會副主席柯文華
、洪鴻江，香港特區教育局局長政治
助理施俊輝等首長於百忙中抽空赴會
，該會屬會成員皆派代表出席，與青
委們及總會二代、三代歡度佳節。

施維雄讚揚青年聯會貢獻
施維雄致辭，祝賀來賓節日快樂

。他讚揚青年聯合會人才濟濟，廣泛
團結青年，總會必定提供充足資源支
持青年工作，希望青年聯合會再創佳
績。洪游奕向青委們致以節日的親切
問候，指出聖誕派對活動很有意義，
每年都匯集大批晉江青委參與，同時
感謝港區青委對世晉青的長期支持！

柯文華致辭指出，青年聯合會是

晉江社團總會的一支重要力量，尤其
在今年11．22區選工作中積極參與，
起到關鍵作用，他並勉勵大家繼續努
力，不斷壯大隊伍，令會務百尺竿頭
，更進一步。

晚會上，卓金鵬青年主任介紹了
青年聯合會近期各項活動，呼籲青委
們繼續踴躍參與，服務鄉親，服務社
會。青年榮譽主任呂曉東也指出青年
聯合會成立八年來，有賴總會及各界
大力支持，青年隊伍不斷發展壯大，
希望未來大家繼續努力，加大力度團
結總會88個屬會團體的青委，更大發
揮青年的中堅力量。

聯歡晚會上保留了歷屆聯歡的經
典專案，包括男、女組啤酒競飲比賽
，還有小朋友的維他奶競飲比賽，現
場氣氛熱爆。加上晚會的精彩歌舞表
演和幸運大抽獎，及祝賀第四季度生
日的青委，整晚歡聲笑語，賓主盡歡。

出席首長還包括：總會常務董事
李婉卿、吳清煥、吳寧寧、吳寧群，
晉江籍區議員洪連杉、丁江浩，青年
聯合會常務副主任林清儀、盧文亮、
吳池力等。香港福建社團聯會青年委
員會主任林智彬、常務副主任邱威廉
等也應邀出席晚會。

出席開幕式的賓主還有：普寧馬柵村委書
記黃少彬，普寧職業技術中學校長林日陽；潮
州商會永遠榮譽會長蔡衍濤、陳幼南，榮譽會
長吳康民，榮譽顧問陳鑑林，副會長胡劍江、
林宣亮、黃書銳、高佩璇等。

張成雄送上節日祝福
張成雄介紹指，潮汕文化擁有五千多年歷

史，融合了中原農耕文化與海洋文化，包羅萬
象，涵蓋面甚廣，為海內外全體華人所共享，
也是人類社會的財富。潮州話、潮州大鑼鼓、
潮劇、潮州歌舞等眾多 「潮」字品牌，形成了
潮汕文化的獨特魅力。

張成雄續說，香港潮籍鄉親一百多萬，香
港潮州商會歷史悠久，在香港頗有影響力，香
港潮州商會一向弘揚家鄉文化不遺餘力，此次
舉辦 「2016迎春晚會」，就是為了報答廣大潮
籍鄉親對弘揚潮州文化，促進香港經濟發展所
作出的努力。張成雄代表香港潮州商會同仁，
向廣大市民和潮籍鄉親獻上節日祝福，期待在
新的一年裏與大家一起，為香港的繁榮穩定繼
續貢獻力量。

周可喬冀商會再接再厲
周可喬讚揚香港潮州商會歷史悠久，近百

年來致力於凝聚居港潮籍鄉親，團結奮進、努
力打拚，弘揚獅子山下精神，積極推動香港繁
榮、家鄉發展，同時也為弘揚潮汕文化作出重
要貢獻。她說，今次晚會對於推動香港傳統文
化，尤其為香港廣大潮籍鄉親弘揚潮汕文化提
供了一次難得觀摩和學習的機會，可圈可點。
新的一年，她希望商會同仁再接再厲，齊心協
力為維護香港的安定和諧而不懈努力。

2016迎春晚會內容豐富，包括《潮州大鑼
鼓》、《剪紙姑娘》、《雄風》、《好日子》
、《愛歌》、《喜鵲喳喳喳》、《那一夜的月
亮》、《瑪依拉變奏曲》、《鴻雁》、《走進
新時代》、《人生何處不相逢》、《傣族的姑

娘傣族的雨》、《追夢潮人》、《錦繡霓裳》
、《難忘今昔》和《歌唱祖國》等。節目精彩
紛呈，賓主盡歡。

【大公報訊】香港觀塘工商業聯
合會於日前假東莞觀瀾湖高爾夫球會
舉行 「2015會長杯」高爾夫球賽，邀
得原中聯辦副主任周俊明、九龍東區
各界聯會會長李志峰及香港無紡布協
會會長楊自然主禮。這次球賽邀得觀
塘工商聯，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及香港
無紡布協會的成員以及一眾友好參賽
，實行以球會友。

余敏冀增友儕間聯繫
觀塘工商聯會長余敏認為，在綠

意濃濃的大自然環境中打球，不單享
受自然美景，更令人充滿生氣以及逍
遙自在。並希望通過高球比賽，讓成
員暫且放下繁忙工作，悠閒地揮桿同
樂，此外邀請友好參賽，正好加強友

儕間聯繫，增進情誼。他還感謝各友
會支持和參與，日後將會繼續透過不
同類型的活動，發揮觀塘工商聯的橋
樑角色，推動各友會間的溝通和聯
繫。

繼去年贊助會長杯球賽所有獎杯
、獎金以及頒獎晚宴，余敏今年同樣
贊助上述項目的全數費用，令頒獎晚
宴充滿歡樂氣氛。比賽設會長杯、友
誼杯以及近洞獎，會長杯冠軍由余敏
本人奪得；亞軍由該會成員、中國銀
行亞太銀團中心主管張凡奪得，季軍
則由該會永遠榮譽會長廖漢輝獲得。
友誼杯冠軍得主為李鍔、亞軍由梅仲
偉奪得、季軍是胡志文。近洞獎共設
五名，分別由施純展、姚慶才、鄭少
忠、陳景培及李鍔奪得。

【大公報訊】為啟發及裝備年輕人迎接未
來挑戰，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廠商會）主辦
為期三日的 「創。理想」系列講座，圍繞多個
與營商有關的主題，為各界及學生提供一個寶
貴的平台及創造交流機會，並假香港中央圖書
館於去年12月21日、28日及30日舉行。

「創。理想」系列講座邀得多位商界翹楚
出席於去年12月28日舉行的兩場講座，以 「跨
境電子商貿新機遇」及 「品牌原動力」為題，
分別講解如何利用電子商貿打開中國內地市場
，以及品牌創建策略。講座演講嘉賓包括前海
管理局香港事務處項目經理陳啟業，周大福珠
寶集團執行董事、前海周大福港貨中心籌委會
總統籌陳世昌，高盛國際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長
俞志輝、順豐速運（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黃
建佳、澤群顧問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周志基、

EGGSHELL'S COOL創辦人及品牌總監白智
慧及僑豐行有限公司行政總裁黃偉鴻，陣容強
大。

中國電商市場前景可觀
廠商會資訊科技業委員會主席許健生於 「

跨境電子商貿新機遇」講座上致辭時指，電子
商貿是科技與商業結合的創新產業，經過短短
數年間的發展，除了幫助香港各行各業提升效
率及拓展業務外，亦為廣大市民提供嶄新的購
物體驗，帶來更優質便利的生活，與港人的日
常生活息息相關、密不可分。廠商會舉辦 「創
。理想」系列講座，進一步讓業界及年輕人了
解港資企業在內地的發展現況以及跨境電商方
面的特殊政策。

「跨境電子商貿新機遇」演講嘉賓陳世昌

表示，中國自2013年成為全球最大電商市場，
由於網購滲透率仍低於發達國家，預期未來幾
年會迎來井噴式增長，而隨着中國政府全力推
動跨境電子商務，加上用戶端需求猛升，跨境
進口電商市場到2017年會突破2000億美元，前
景相當可觀，鼓勵港商抓緊機會。

香港品牌發展局主席黃家和在另一場講座
「品牌原動力」亦指出，在「互聯網＋」的時代，
科技與創意為品牌發展提供新機遇。嘉賓講者
白智慧在分享中指，大數據在生活裏已掀起滔
天巨浪，了解並滿足顧客需求，對建立品牌形
象至為重要，以人為本的品牌形象有助企業創
造價值，能提升顧客的品牌體驗及滿意度。而
其他演講嘉賓亦全方位解構創建品牌的成功要
素及發展策略，分享他們在品牌管理與創新方
面的嶄新見解，並且帶出商業上的成功故事。

「創。理想」系列講座由廠商會主辦，香
港品牌發展局、廠商會工業發展基金、廠商會
青年委員會、廠商會資訊科技業委員會等合辦
。講座為期三日，共有五個圍繞不同主題的講
座，首三個講座已分別於去年12月21日及28日
舉行，而第四及第五個講座則於去年12月30日
舉行，以 「投身檢測專業領域」及 「利用檢測
認證創商機」為題，介紹近年特區政府致力推
動發展、亦是香港六大優勢產業之一的檢測和
認證行業，讓大眾了解行業的前景以及對商品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出席的嘉賓尚包括廠商會
會長李秀恒、副會長戴澤良等。

【大公報訊】香港中華總商會轄下愛心行
動委員會、灣仔區聯絡處及港島東區聯絡處日
前與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跨服務協作小組
合辦 「愛在同一天空下」愛心活動，招待300
位來自灣仔區及港島東區弱勢社群人士，乘搭
昂坪360纜車及遊覽大嶼山，傳遞商界關愛信
息。

袁武林銘森馮民重主禮
中總副會長袁武、榮譽會長林銘森、社會

福利署助理署長馮民重與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
事處福利專員顏文波蒞臨主禮。中總灣仔區聯

絡處主任李國雄及港島東區聯絡處主任邱建新
率領逾十位聯絡處委員擔任義工，並聯同嘉賓
將 「愛在同一天空下」字貼貼於大樹噴畫上，
寓意人間有愛，並隨着 「愛心樹」開枝散葉。

馮民重感謝中總贊助是次活動，雖然社福
機構每年獲得政府撥款支援，但商界支持及參
與非常重要。他表示，中總自2009年愛心行動
成立以來，持續舉辦不同類型愛心活動，充分
發揮工商界關愛社群力量，為社會弱勢社群注
入正能量，為構建和諧共融社會作出貢獻。

邱建新表示中總過去與社會福利署多次合
辦愛心活動，受惠對象包括長者及青少年、新

來港人士、單親家庭及少數族裔家庭等，將關
愛及歡樂傳送到社會有需要人士。

今次 「愛在同一天空下」活動非常有意義
，讓來自12個社區服務中心逾300位市民認識
交流，並一起同遊大佛及迪欣湖，度過開心愉
快一天。

參加者感謝中總安排遊覽大嶼山，認為行
程豐富，機會難得。部分參加者更首次乘坐纜
車，飽覽大佛及迪欣湖風景，非常盡興。出席
活動成員尚包括中總灣仔區聯絡處副主任劉永
強、謝禮明、關廣哲，港島東區聯絡處副主任
廖美玲、劉劍雄等。

【大公報訊】委任區議員廖漢輝
太平紳士早前舉辦寒冬敬老送米迎新
年，贈送米糧予長者作為送暖及卸任
臨別秋波的小型活動。廖漢輝表示，
他自2012年上任起秉持關心社區熱心
支持社區工作等信念，縱使業務繁重
仍肩負起區議員責任——締造美好社
區和諧，為該區居民特別是長者爭取
更好生活環境及福利而努力。

廖漢輝過往四年積極創造不同社
區活動，除了各個節日派發福袋、糉
子及米糧外，還每年舉辦 「南區健康
關注日」為長者提供詳盡身體檢查。
當中檢查有眼睛、血液、 「三高」（
血糖、血脂、膽固醇）及量度身高等
，當場亦有醫務人員向長者講解健康
常識讓他們察覺到健康重要性。

廖漢輝亦不遺餘力支持地區機構
如坊眾互助社等活動，保持緊密連繫
及合作。當中2012年的 「南區青少年

體藝嘉年華」及2014年的 「南區漁港
街跑」等大型活動，參加者來自全港
市民，融合社區不同人士，取得空前
成功。

廖漢輝說： 「感激政府提供機會
讓我可以服務及回饋社會。最後一個
月為社區服務，非常不捨得。是次卸
任活動，為了更貼合該區居民需要，
我經常與社福機構如利東坊眾互助社
緊密連繫，期望提供最合適方案予居
民。非常感謝他們一眾義工一直提供
協助，活動才得以順利完成。除此之
外，在商界中我亦不斷呼籲朋友們有
錢出錢有力出力。除了是次派發的香
米外，還會派發 『家園』便利店優惠
卡。此店以非牟利形式經營，可讓合
資格人士可以到指定地方購買低於市
價的日常生活用品，減低他們的日常
支出，提升生活質素，直接讓有需要
人士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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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工商聯高球賽揮桿會友

▲頒獎晚宴中，余敏（前中）與主禮嘉賓李志峰（前右三）、楊自然（
前左二）、各得獎者及參賽者合照

香港晉江青年聖誕聯歡

▲香港晉江青年聖誕聯歡，賓主合照

▼中總成員與參加者合照

香港潮州商會日前假中環大會堂
舉辦 「2016迎春晚會」 ，普寧市馬柵
村公益小學和普寧職業技術學校的學
生應邀擔綱演出，場面喜慶熱鬧，為
新年到來更添歡樂氣氛。會長張成雄
陪同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部長吳仰偉、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專員周可喬等出席
開幕禮，逾千名市民、鄉親入場觀看
精彩演出，歡度佳節。

大公報記者 馮 玥（圖／文）

▲香港潮州商會舉辦迎春晚會賀新年，賓
主合照
▶張成雄會長（右）陪同吳仰偉部長（左
）致送紀念品予普寧馬柵村委書記黃少彬
（中）

多位專家分享營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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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總成員與主禮嘉賓一同將 「愛在同一天
空下」 字貼貼於大樹噴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