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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1日是香港迎來回歸19載的重要日子。屯門各界慶祝香港
回歸祖國十九周年籌委會（下稱籌委會）一如以往，今年繼續以 「歡欣、
分享、邁進」 為主題，聯同社會賢達、知名人士、社團舉辦與民同樂、共
慶賀回歸祖國的活動，與全港巿民共享歡樂、關愛、和諧的氣氛，釋放更
多正能量，提倡弘揚獅子山精神，共同建造更美好的香港。

在英國脫歐、世界大局不穩的環境下，
我們香港人要珍惜現在的幸福，放下社會的
各種紛爭，應該發揮自身優勢、抓住國家
「一帶一路」戰略部署為香港帶來的機遇，

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群策群力共同建造
更美好的香港，守護法治、公正廉潔、追求
社會穩定等香港的核心價值，為長者、幼兒
營造更歡欣舒適的家園，為年輕人創造更多
上流的空間、分享社會成果，讓香港向更美
好的明天穩步邁進！

張肖鷹：反對港獨 背靠祖國支持政府
作為本年度籌委會慶回歸的重頭戲聯

歡晚宴，日前（6月30日）假屯門三聖村嘉
彩漁村酒家舉行，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新
界工作部副部長、巡視員張肖鷹、立法會
議員梁志祥、麥美娟，屯門區議會主席梁
健文、屯門民政事務處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梁偉成、房屋署屋邨管理處高級房屋事務
經理（屯門）李沛芹、屯門區康樂事務經
理黃應鳴、廉政公署總廉政教育主任趙汝
達、社會福利署屯門區福利辦事處屯門區
助理福利專員伍吳麗春、香港警務處屯門
警區警民關係主任蔡秀娟及民建聯副主席
周浩鼎擔任 「屯門各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十九周年聯歡晚宴」主禮嘉賓。

大會主席劉業強和副主席葉順興、陳
有海、陶錫源、鄧錦雄、梁發、甘文鋒、

曾展雄、雲天壯、利紹榮、陳秀雲、馮樹
發、毛志成、尹耀偉與各主禮嘉賓、名譽
顧問、法律顧問、與逾600名街坊，共同慶
祝回歸盛事。

劉業強：發展經濟 共同攜手改善民生
慶典在莊嚴的國歌聲中拉開序幕，逾

600名屯門各界街坊及嘉賓肅目行禮，彰顯
屯門各界籌委會的凝聚力和團結精神。劉
業強主席、張肖鷹副部長分別在儀式上致
辭，呼籲大家支持政府依法施政，包容齊
心共為香港出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祝福香港向更美好的明天穩步邁進！

當晚籌委會安排歌星演唱促社區共
融，蒞臨晚宴的嘉賓還有榮譽顧問李洪
森、葉順興，名譽顧問陳雲生、周錦祥、
陳文華、蘇愛群、蘇炤成、徐帆、龍瑞
卿、陳文偉、何君堯、蘇嘉雯、巫成鋒、
曾憲康、葉文斌、羅家英，執委吳家豪、
黃健榮、朱偉明、李瑩、梁崑璞、彭少
冰、劉秀英、賴寶榮、陳浩庭、謝永恆，
嘉賓陳金兒、梁福有、彭官滿、楊江、陳
亨利、曾愷婷、吳毅榮、劉秀其及曾運
好。晚宴還安排著名歌星魯振順及葉凱茵
獻唱多首經典名曲，此外還有社區歌星和
執委會成員獻唱，以及驚喜大抽獎。最
後，在場觀眾都看得如痴如醉，聯歡晚宴
圓滿結束。

呈獻 「歡欣、分享、邁進」 弘揚獅子山精神 共同建造更美好的香港
屯門各界舉辦慶賀回歸祖國19周年 聯歡活動

屯門各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十九周年籌委會
組織架構

榮譽贊助人 劉江華局長, JP 劉皇發立法會議員, 大紫荊勳賢, GBS, JP
劉 林部長 譚耀宗立法會議員,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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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賢立法會議員, BBS 梁健文區議員, BBS, MH, JP

榮譽顧問 馮雅慧專員 JP 張肖鷹副部長
葉順興女士BBS, MH, JP 李洪森區議員, MH

名譽會長 鄧楊詠曼女士BBS, MH, JP 樓家強先生, MH
名譽顧問 陳雲生BBS, MH, JP 周錦祥BBS, MH 陳文華區議員, MH

蘇愛群,MH 蘇炤成區議員 朱耀華區議員
吳觀鴻區議員 歐志遠區議員 徐 帆區議員
程志紅區議員 龍瑞卿區議員 陳文偉區議員
何君堯區議員 蘇嘉雯區議員 巫成鋒區議員
葉文斌區議員

法律顧問 潘展鴻律師, JP 黃顯舜律師 羅家英律師
執委會 主 席： 劉業強先生,MH, JP

副主席： 葉順興BBS,MH,JP 陳有海區議員, MH, JP 陶錫源區議員, MH
鄧錦雄, MH 梁 發 張恒輝區議員
甘文鋒區議員 雲天壯 利紹榮
陳秀雲 馮樹發 曾展雄
毛志成 尹耀偉

執 委： 蘇愛群, MH 陳文偉區議員 曾憲康區議員 黃健榮
余大偉 朱偉明 賴寶榮 李 瑩
麥錦華 梁崑璞 彭少冰 劉佩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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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 陳春艷
發起團體 屯門區國慶委員會 仁愛堂 青松觀

屯門鄉事委員會 新社聯屯門地區委員會 香港工會聯合會屯門地區服務處
香港工商總會屯門分會 新界西居民聯會 屯門婦聯
民建聯屯門支部 新民黨屯門地區服務處 港九漁民聯誼會
屯門青年協會

特邀團體 香港婦聯 屯門文藝協進會 青山三洲媽委員會有限公司
屯門東南商業協會 三洲花炮會聯合會 社區動力
港菁會 屯門商會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舞蹈團

參與團體 青山聯體育會 富新居民康體會 富泰同心協會 泰婦女會
港九漁民青年會 屯門漁民婦女會 友愛居民服務協會 友愛南居民服務協會
俊彥武術太極學會 屯動力 屯門居民網絡 小熊貓
活力超群 屯門區居民服務社 小燕子舞蹈團 安定之友社
屯門慧雅社 香港青毅舍 新圍業主關注組 屯門旭暉協會
蝴蝶社區協進會 蝶青社 香港婦女聯盟 家在兆翠
屯門創意學會 友妍社 兆康之友社 星韻樂聚軒
兆偉閣互助委員會 活羚太極學會 大興各界聯席會議 基層力量
愛德樓互助委員會 良田之友社 香港紫金聯誼會 建生之友社
弦韻軒藝苑 富泰居民協會 鳴欣服務社 屯門敬老會
頌德會 星光樂聚軒 金碧凱旋研藝社 金碧凱旋歌詠社
環星研藝社 樂悠悠歌舞團 無界音樂曲藝社 良友社
美真樂聚社 蝶藝社 健新社 屯門農牧同業促進會
澤豐居民協會 景興居民服務社 大興之友社 大興義工社
屯門湖景聯會 湖月樓互助委員會 毅群之友社 心聲文娛協進會
新景新動力 良田婦女中心雅妍社 星輝樂聚軒 環保精彩互助協會
安定社 兆麟之友 翠寧之友 富榮牡丹曲藝社
富榮牡丹粵樂研究社 屯門鳳凰曲藝社 星之動力 飛躍新一代
寶田居民權益協會 香港美容同業協會 屯門東北區街坊會 友愛活動籌備委員會
傑出青年領袖協會 葉文斌社區幹事辦事處 同歌共舞同心社 青山公路沿線居民權益會
富健花園業主權益監察組 星月曲藝社 潮青部落 瞳心協會
蒲滙 扶貧創業施援拯救中心 施拯中社區服務處 香港婦女關注聯會
愛心關懷兒童會 舞林至尊大會 樂於助人協會 凝望社
灣區居民權益協會 溢翁開心坊 大同扶弱協會 青山灣飲食業商會
三聖墟村公所 屯門兆翠區民生關注組 詩詞之鄉 新良田居民權益協進會
屯門良景邨良偉樓互助委員會 良景居民權益聯會 群芳賢敍 良景居民協會
頌賢薈社 融薈 社區新域 東莞同鄉總會屯門分會
屯門活力之友 新星之友社 翠寧花園業主關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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