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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主任

中華海外聯誼會

楊孫西

陳有慶

梁乃鵬

許智明

▲

陳永棋

 015年6月25日，發展
2
局局長陳茂波MH太平
紳士演講「利用香港策
略位置開拓香港西部大
門」。

 015年11月19日，商
2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
錦樑GBS太平紳士演講
「本港的創業生態環境
狀況」。

本會每月假喜來登酒店四樓清廳舉行董事會會議，
席間邀請嘉賓作專題演講，會後且舉行聯歡晚宴。

▲ 2
 016年3月2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范徐麗泰GBM太平紳士演講
「2016年北京兩會簡報」。

▲

霍震寰

蔡冠深

李宗德

王國強

尹德勝

黃友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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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國春

曾俊華GBM, 太平紳士

 016年9月27日，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劉林部長演
2
講「論述香港近期的現象與前景」，本會當晚
舉行國慶晚宴並賀2016年當選立法會議員。

孫啟烈

▲ 2
 015年12月17日，律政司司長袁國強SC
太平紳士演講「一帶一路的機遇」。

▲ 2016年7月28日，本會宴賀2016年授勳人士。

周厚澄

葉劉淑儀

楊 釗

施榮懷

譚惠珠

林健鋒

鄭耀棠

王少強

周華焯

王基源

王惠棋

袁 武

王賜豪

榮譽主席

副會長

胡定旭

譚耀宗

張學明

陳智思

王德仁

鄭 科

朱松勝

何光耀

梁鐵夫

2015-2016年新界總商會大事活動紀要

▲ 2
 015年2月25日，本會慶祝創會五十五週年
暨第十屆董事會就職典禮、青年事務委員會
成立十週年誌慶，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梁振英GBM GBS太平紳士，中聯辦林武副
主任，連同其他一眾政府要員、政壇精英嘉
賓逾1,000名共聚一堂，一同見證新一屆會
董宣誓就職儀式，場面盛大。

▲ 2
 015年7月23日，由本會冠名贊助，香港保齡球總會
「新界總商會第十六屆亞洲學校保齡球錦標賽第二次
新聞發佈會」，本會張德熙會長、周華焯副會長、
蕭金蓮副會長與一眾首長、董事代表出席支持。
▲ 2
 015年5月29日，本會同仁拜訪前海交流活動，由本
會張德熙會長、王振聲主席率領多位首長、董事及屬
會首長參加。

齊光華

主席

張德熙

副主席

聯席主席

王振聲

梁錫光

蕭金蓮

李國強

彭志宏

周駿達

鄭瑞欽

區宇凡
▲ 2
 016年2月25日，本會2016新春酒會，當日出席嘉賓連同出席首長、董事及會員合共約1000多人出席盛會，送上
新春祝福，場面熱鬧，喜氣洋洋。

張詠儀

湯修齊

黃志源

朱德榮

鄧錦添

袁妙齡

梁金塘

▲ 2
 015年7月25日，由本會、香港保齡球總會
和東華三院合辦「慈善保齡球大賽」，鼓勵
學生發展運動及藝術潛能。是次活動邀得教
育局局長吳克儉SBS太平紳士，東華三院主
席何超蕸小姐，香港保齡球總會主席劉掌珠
BBS太平紳士及本會張德熙會長擔任主禮嘉
賓。

宋玲鋆
▲

曾智明
莊金寧

張永德

人在此向全體商會同仁致以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承載着各會董的厚愛、信任和期
望，推薦本人擔任聯席主席，在深感榮幸之時，當會悉力以赴、盡心盡責為大家服務，
讓商會真正發揮其作用和成為全體會員溫馨美好的大家庭。
本會將繼續堅守愛國、愛港、愛鄉優良的傳統，廣泛團結工商界人士，維護《基本法》、捍
衛一國兩制。近年積極發展青年事務，讓更多年輕人參政議政，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維護香
港繁榮穩定。本會曾多次在報章發表聲明，嚴厲譴責「佔中」、「旺角騷亂」等違法示威運動以
曾智明先生
及部分候任立法會議員在宣誓儀式上，違反《基本法》及《宣誓及聲明條例》的規定，鼓吹「港
全國政協委員
獨」。本會十分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將港獨分子逐出議會，捍衛「一國兩制」，維護國家領
土完整。
近年全球經濟起伏不定，營商環境日趨嚴峻。香港必須與時並進，善用高科技，研發高增值的產品，才能令發
展有新的突破。此外，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要積極參與和配合國家落實「一帶一路」策略，善用香港現
時具備的多項獨特優勢，加強與內地合作交流，為香港開拓更多機遇。
今天的香港社會充斥不少負面情緒，市民不願見到香港政制原地踏步，期望大家和衷共濟、群策群力，在具爭
議的社會議題上，主動發聲，提供具建設性的意見，推動香港與國家互動合作，為香港拓展更多發展機會。今年適
逢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亦是行政長官選舉的歷史性時刻，因此我們相信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的決定》，選出的新一屆愛國愛港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會為香港民主揭開新的一頁。
最後，本會繼續與其他商會交流和融合，認識彼此之間的文化，招攬更多年輕的新會員入會，將努力拼搏的精
神薪火相傳，使商會更年輕化，更具活力，令商會發展得更完善。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新界工作部部長 劉林

戴德豐

光飛逝，新界總商會不經不覺已踏入創會五十八週年。本會得以穩健發展至今，實賴前

聯席主席的話

曾憲梓

張人龍

時賢艱辛開拓及社會各界賢達的愛戴與關懷。

本會同仁五十八年來一直互惠互助，積極擔當商界及政府間的聯繫橋樑，團結拼搏。香港受
惠於「深港通」開通、中國在「十三五規劃」及「一帶一路」包含對香港的章節，切身感受到香
港工商業界前景的一片美好。
為匯聚人才並使本會會務進一步發展，我們每年邀請不少才德兼備、經驗豐富的政商界名流
王振聲博士MH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加入本會，並透過組織各類活動，致力關注香港各方事務並回饋社會。
本會積極貫徹一國兩制的方針，秉承愛國、愛港，愛鄉宗旨，鼓勵本會愛國愛港人士加入議
會參政議政，促進香港內地經濟繁榮；本會於2016年分別造訪了多間大學、生產力促進局等，雙
方交換意見並作出全面性交流；內地不同省市的官員亦拜訪本會，對中港兩地經濟發展概況及各項議題上交換了意
見。
本會歷年來對社區工作及教育事業均非常重視及支持，透過推動、實施、實行或從事文化及教育活動、發放獎
學金等工作，培訓優秀人才。除此之外，本會冠名贊助多項交流活動和比賽，鼓勵學生發展運動、藝術潛能及擴闊
視野；本會又成立助學金及校園擴展計劃，以鼓勵貧困的學生努力學習，將來貢獻國家，回饋社會。本會聯同新城
財經台合辦《營商新境界》節目，誠邀本會企業家深入介紹各行各業的成功之道，為有志入行的年輕人作出鼓勵。
本會每年贊助荃灣區節日燈飾活動，透過五光十色且充滿活力的燈飾，向各界展現荃灣區的繁榮之餘，更加強了工
商界及地區人士之間的認識及聯繫，促進各階層的團結。
今年適逢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祖國的經濟發展蓬勃，其於國際舞台上已處於舉足輕重之位，影響甚深，香
港人亦能深切感受到國家的富強及影響力。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本港定能乘着祖國的優勢，於困境中乘風破
浪，綻放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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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皇發

會長

主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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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以服務廣大市民為目標。
在政制問題上，香港經歷多次衝擊法治基礎以至國家領土完整的大事。因此本會絕不容忍港
獨分子肆意破壞香港繁榮穩定，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及全國人大常委釋法，維
護「一國兩制」及國家主權領土完整。今年是行政長官選舉年，本會同仁立場一致支持選出新一
張德熙博士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屆愛國、愛港行政長官，維護「一國兩制」及國家主權，並促進香港經濟邁步向前。
縱使香港經濟面對不少挑戰，但憑藉背靠祖國和「一國兩制」的優勢，特別是國家全面開展
「十三五」規劃和積極推進「一帶一路」戰略部署， 新一屆會董會將致力強化本會作為香港工
商界參與國家發展的重要橋樑，善用商會與內地網絡組織聯繫優勢，深化港商與內地企業合作，拓展內地市場。
本會一直不遺餘力地開展各項地區工作。分別贊助不同機構慈善籌款活動，用作擴展社會服務發展經費，惠及
更多市民。
而加強青少年的教育培訓，更一直是本會的重要宗旨和會務發展方向之一，例如本會冠名贊助運動比賽，鼓勵
學生發展運動及藝術潛能，此外本會亦贊助各團體舉行青少年交流活動，前往內地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交
流考察，助學生擴闊視野。本會又贊助多間大專院校設立獎學金及校園擴建計劃，以鼓勵貧困的學生努力學習，將
來貢獻國家，回饋社會。
展望將來，本人定當與新一屆董事會同仁悉力以赴，加強服務工商界，積極參與香港和國家經濟建設，致力回
饋社會，為香港的政制、經濟、民生及教育領域作出貢獻。新一屆董事會同仁攜手同心，為本會再創輝煌。

原財政司司長

林鄭月娥GBM, 太平紳士

專題講座

榮譽會長

年是香港回歸二十周年，亦是本會創會五十八周年。本會一直茁壯成長，有賴眾先賢的

原政務司司長

劉林先生

第十一屆董事會組織表
永遠會長

今合作和努力耕耘，使會務得以平穩發展，本會多年來致力凝聚會員，關心社會各項議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新界工作部部長

袁國强SC, 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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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 張曉明

新界總商會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週年暨

會長的話

本

律政司司長

林武先生

團結工商
共臻繁榮

張曉明先生

滙賢興業
利港益群

梁振英 GBM 太平紳士

▲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第十一屆董事會就職典禮誌慶

官紳賀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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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3

陳國源

何榮添

黃美斯

葉沛霖

陳泓斌

會務顧問：

常務董事：

本港：
王敏剛、林廣兆、楊耀忠、劉佩瓊、李慧琼、羅范椒芬、田北辰、劉宇新、黃定光、陳恒鑌、
鍾國斌、張華峯、謝偉俊、葛珮帆、鄧兆棠、黃松泉、何冬青、梁志祥、蘇西智、吳仕福、陳耀星、
何厚祥、周玉堂、林偉強、張成雄、方文雄、李德麟、黃熾雄、康寶駒、余鵬春、呂台年、葉子開、
梁安穩、尹錦滔、陳錦福、吳志明、傅元洪、張仁良、郭 位、鄭俊平、李光華、謝國生、謝湧海、
陳子政、麥美娟、戴耀華、沈豪傑、鍾偉平、羅競成、梁健文、吳宏斌、錢大康、易志明、周浩鼎、
陳健波、邵家輝、何君堯、劉國勳、唐偉章、王惠貞、楊華勇、李應生
國內：
張江汀、李海濤、陳 丹、王玉春、張思民、姚 任、尹小滿、鍾淦泉、郭小慧、張玉其、李志國、
李 強、陳佳林、王培廷、楊省世、方 韜、侯淅珉、李 軍、江 凌、李生偉

總務主任：余智榮
副主任：梁浩龍、周錦威

財政主任：梁樹賢
副主任：陳嘉齡、楊志偉

會計主任：梁文基
副主任：文暮良、崔志仁

內務主任：陳學貞
副主任：周覺華、關啟光

工商主任：葉耀昌
副主任：陳德雄、秦偉忠

稽核主任：柯錫齡
副主任：孫日孝

文教主任：譚永光
副主任：張菁菁、江 昕

公關主任：莫兆光
副主任：吳偉明、葉永堂

宣傳主任：蔡澤華
副主任：許 明、鍾家寶

出版主任：鄭燕華
副主任：許榮勞、吳家榮

福利主任：黃其就
副主任：陳高璋、馬沛強

諮詢主任：呂湛鈞
副主任：徐子健、唐慶溢

評議主任：陳財興
副主任：盧軾彥

康樂主任：黃宏活
副主任：黃紫虹、林鈺淇

體育主任：何鏡波
副主任：趙國榮、曾英焯

名譽顧問：吳 強、童文浩、黃紹開、陳耀宗
當然董事：張人龍、蔡錦光、周鎮榮、曹紹偉、陳錦福、鄺國威、龔偉興、莊金寧、譚見強、
陳財興、陳偉明、陳燦明、蕭聯生、黃樹有

法律顧問：葉天養、殷國榮、劉偉檳、金文傑、容海恩
會計顧問：梁樹賢、蔡大維、文暮良、陳嘉齡、梁文基、崔志仁、楊志偉、張菁菁
西醫顧問：王賜豪、林順潮、彭志宏、張永德、王振宇
中醫顧問：謝達之、梁榮能
內務工作委員會

政經關注委員會

主任：蕭金蓮
副主任：王少強、周華焯、王基源、王惠棋

主任：周駿達
副主任：王賜豪、梁鐵夫、梁錫光、鄭瑞欽、
莊金寧

工商業委員會

專業事務委員會

主任：何光耀
副主任：齊光華、李國強、鄭瑞欽、區宇凡、
陳國源、何榮添

主任：葉沛霖
副主任：彭志宏、鄭瑞欽、黃志源、梁金塘、
宋玲鋆、何榮添、陳泓斌

社會服務及聯絡委員會

青年事務委員會

主任委員：齊光華
副主任：宋玲鋆、陳國源、黃美斯、葉沛霖、
鄭燕華、林鈺淇

主任：余智榮
常務副主任：朱德榮、張永德、黃美斯、葉兆廣、
陳高璋

董事：
陳振彬、康寶駒、梁安穩、張程滔、陳顥升、余啓繁、葉曜丞、王廣漢、許義鏞、錢志明、
麥錦華、黃裕材、李摩西、鄧觀容、宋得榮、朱廣波、余麗珊、李國雄、姚啟文、姚茂龍、
黃紅曉、何文輝、張有光、伍健輝、黃雍盛、羅正皓、楊鵬申、鄧錦雄、馮仲佳、王惠貞、
劉偉檳、方燦高、韓世灝、孫偉民、王翠瑩、葉兆廣、劉承開、洪為民、陳 喆、黃德漢、
王良善、戴季媛、何佩犀、陳建業、黃君武、馮卓能、吳沭蒨、盧家禮、葉乃煖、梁汝雄、
陳少佳、李澤民、陳一菲、蘇展平、林榮鋒、賴仁劍、劉伯輝、孟德慶、陳岳成、黃小彪、
劉令茵、陳偉雄、陳鏡坤、黃文滔、劉偉文、張偉泉、蘇 灝、陳玉生、葉吉江、李康娜、
陳方剛、吳劍華、王偉雄、林鴻安、李貝域、黃有志、黎藉揚、鄺錦明、張繼東、趙敏華、
陳鑫基、傅鎮強、盧英傑、吳文廣、馮焯衡、盧仲安、李嘉明、江長安、潘志倫、練肇礎、
李宇傑、鄭仲邦、王子達、賴楚惠

地區屬會：
大埔商會、荃灣商會、屯門商會、元朗商會、長洲華商會、大澳華商會、石湖墟商會、
聯和商會、流浮山商會、深井商會、青衣商會、錦田商會、坑口將軍澳商會、
東義造船業總商會、香港沙田商會、東涌商會

▲ 2
 016年5月1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先生接見各界人士並大合照，本會張德熙會長代表出
席。

 016年4月18
2
日，青年事務委
員會「2016年第
2次會議」，全體
青委委員合照。

 016年11月13日，
2
本會組隊參加於立
法會正門外舉行的
「反港獨、撐釋
法」集會活動，本
會首長、董事出席
支持。

新界總商會基金活動
新界總商會成立兩個基金會，分別贊
助本地慈善機構推行扶助貧困弱小的
社區項目及教育事業發展：
新總社會服務基金有限公司
董事：
張德熙、王振聲、曾智明、周華焯、
王基源、梁鐵夫、齊光華、余啟繁、
李國強
新總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董事：
張德熙、王振聲、曾智明、周華焯、
王基源、蕭金蓮、何光耀、齊光華、
湯修齊

▲ 2
 014年11月8日，金銀業貿易場慈善基金及
新界總商會主辦「共築香港夢 – 九龍公園
戶外寫生」，全力響應政府扶貧委員會舉辦
之「築福香港」，向各區弱勢社群及少數族
裔等提供支援，宣揚扶助弱勢、守望相助的
精神，傳達「能夠幫人．你的福氣」的社會
信息。

▲ 2
 016年9月29日，本會同仁拜訪香港理工大學交流活動，本會
袁武榮譽會長、王振聲主席率領多位首長董事參加。訪問團得
到理工大學校董會主席兼本會會務顧問陳子政BBS太平紳士及
理工大學校長唐偉章教授太平紳士等熱情款待。

▲ 2
 016年3月13日，香港公益金「2015/2016年度新界
區百萬行」，是次百萬行由本會黃美斯副主席擔任
籌劃委員會聯席主席。

▲ 2
 016年7月25日至28日，荃灣區青年活動委
員會青年交流活動工作小組「2016年青年
交流計劃之越南青年交流團」，本會朱德榮
副主席為召集人，本會余智榮常務董事代表
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