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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慶祝成立60周年

特首盛讚卓有建樹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早前舉行盛大晚宴，慶祝成立六十周年。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副主任
何靖擔任主禮嘉賓。林鄭月娥致辭時感謝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過去六十年的出色表現。她形容，自己
和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的風格有些共通點：工作非常努力；不會拒絕任何艱巨的任務；接受挑戰，迎
難而上。
大公報記者 馮瀚林

為政府事先解決問題
林鄭月娥表示，過去六十年，香港國
際社會服務社一直在做很少有非政府機構
願意做的事。每當政府遇到難題，問該社
能為我們做這件事嗎？該社從未說不。另
外，她提到多項事務，例如跨境工作，政
府希望在少數族裔人士及內地新來港人士
抵港之前便能開始為其服務，亦希望為選

擇在內地退休的長者提供服務，特別是在
廣東省和福建省。這些服務現在全部由香
港國際社會服務社提供。

何掌邦卸任獲贈牌匾
她又說： 「我理解你們，更有同感，
因為即使作為香港的行政長官，我每天都
被攻擊。所以不需要在意，你只要記得你
在這裏是為社會服務，你處理的個案越困

難，提供服務越艱巨，你對香港市民以致
全世界的建樹和奉獻便越多。」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主席何掌邦、行
政總裁邱浩波主持晚宴。何掌邦剛卸任國
際社會服務社世界理事會主席，世界理事
會感謝何掌邦作出的貢獻，於晚會上向他
頒贈兩面牌匾。特區政府多位局長，多個
國家駐港總領事、領事以及社會各界代表
出席了晚宴，氣氛熱烈。

星期六

教聯會《大公報》合辦
2018教育新聞選舉展開投票
【大公報訊】教聯會與大公報合辦
「教師眼中2018年十大教育新聞」選舉
，邀請全港教師投票，從二十則候選新
聞選出十則新聞，包括本港教育開支首
破千億；政府採納專責小組建議 中小
學教師全面學位化；中史列為初中必
修 續推《基本法》教育等。
二十則候選新聞如下：1.教聯促增
教育經費 教育開支首破千億；2.接連
多宗虐兒個案 政府加強幼小社工；3.
《國歌法》本地立法 草案教育部分未
提罰則；4.TSA 「三不」政策 四成小
學全級考；5.檢討通識教育科 不考、
選修訂二級；6.中史列為初中必修 續
推 《 基 本 法 》 教 育 ； 7. 小 一 生 累 減 近
萬 北區小一競爭紓緩；8.檢討自資專
上教育 縮減自資副學位收生額；9.政
府採納專責小組建議 中小學教師全面
學位化；10.粵港澳高校加強合作 助力
灣區高等教育發展；11.颱風 「山竹」造

成破壞 教聯呼籲翌日全港停課；12.改
革開放40周年 教聯參考資料支援師生
；13.SEN學生人數上升 來年增撥8億
改善；14.官民共推STEM教育 可用新
的全方位學習津貼；15.恒管升格私立大
學 明德公布2019年暫停收生；16.朗思
違規營運中學高小 家長要求安排臨時
校舍；17.小學將增學位主任 校長副校
職級調整；18.教聯發起幼教聯署 卻遭
教協斷章取義；19.有薪產假增至14周
教育局推2019年初實施；20.教師高壓工
時長 健康有問題 負面情緒多。
候選新聞的背景資料，詳見網頁：
https://goo.gl/cr3jVb 「教師眼中2018年
十大教育新聞」，選舉於1月31日截止
投 票 ， 網 上 投 票 表 格 ： https://goo.gl/
x3ouCJ。
是次選舉設冠、亞、季軍各一以及
優 異 獎 十 名 。 如 有 查 詢 ， 請 致 電 2963
5120聯絡譚先生。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早前舉行盛大晚宴，慶祝成立六
▲
十周年，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前排右五）致辭時感謝該
社過去六十年的出色表現

中總講座 蔡淑嫻談推動創新科技

同心俱樂部深圳慶六周年 千人出席

同心俱樂部二 ○
一八年會暨成立六周年慶
▲
典日前在深圳五洲賓館隆重舉行
大公報記者熊君慧攝

【大公報訊】同心俱樂部2018年會暨
成立六周年慶典日前在深圳五洲賓館隆重
舉行，吸引深港兩地政商傳媒界近千人出
席。廣東省委統戰部副部長李陽春希望俱
樂部成員在把握時代機遇發展實業的同時
，亦不忘回饋社會。同心俱樂部主席陳紅
天說，俱樂部多年來熱心社會公益事業，
助力香港社會建設。
李陽春鼓勵俱樂部成員不忘初心，站
在改革開放的前沿再出發，把握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的巨大機遇，心無旁騖地做好實
業，亦不忘承擔社會責任，為經濟社會高
質量發展貢獻力量。
陳紅天表示，同心俱樂部一直熱心社
會公益事業， 「在深圳所有的慈善獎，第
一名的金獎都是由同心俱樂部80%到90%
的成員的，已經領先了6年，我算了一下
，差不多有10億，每年都有大量的捐款。
」他說，俱樂部成員一直積極助力香港社
會建設，為全港的繁榮穩定作出貢獻。

政協深圳市委員會主席戴北方，深圳
市委原常委、市委統戰部原部長、同心俱
樂部永遠榮譽主席張思平，政協深圳市委
員會副主席徐友軍等，與來自銀行金融界
、企業界、深港主流媒體等領域的近千名
嘉賓出席盛會。
同心俱樂部是由深圳市委統戰部牽頭
，在深投資的30多位全國政協委員和全國
人大代表發起成立的，151位成員皆是粵
港澳大灣區的知名企業家和社會活動家。

【大公報訊】香港中華總商會日前邀
請創新科技署署長蔡淑嫻擔任會董會講座
嘉賓，介紹政府推動創新科技的措施，支
援企業研發、人才培訓及推動 「再工業化
」等議題與會員交流意見。
蔡淑嫻介紹了為企業進行內部研發項
目提供上限1000萬港元資助的 「企業支援
計劃」，另有即將推出為支援企業與本
地大學或研發機構合作進行研發項目的
「夥伴研發計劃」。
她 另 外 又 表 示， 當 局 亦 為 合 資 格 的
研發開支提供額外稅務扣減，並為私營
公司就合資格研發項目的開支提供40%的
現金回贈。
她還介紹了 「科技券」，以及一系列
創科人才計劃。此外，政府撥款20億港元
成立 「再工業化資助計劃」，以配對形式
資助生產商在港設立智能生產線，以及向
科技園資助20億港元，建設先進製造業專

項設施。
出席是次講座的嘉賓包括中總蔡冠深
會長，袁武、王惠貞、李應生、楊華勇及
陳仲尼副會長，林銘森榮譽會長，以及一
眾常董、會董及會員。

▲中總邀請創新科技署署長蔡淑嫻（中
）擔任會董會講座嘉賓，介紹政府推動
創新科技的措施

潮州商會與冀訪問團交流河北發展
【大公報訊】香港潮州商會日前接待
由河北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郝傑成率領的
代表團，並由會長林宣亮親切招待，席間
林會長介紹香港潮州商會創會背景及發展
歷程，氣氛良好。
林宣亮發言時指，國家改革開放40年

▲香港潮州商會會長林宣亮（中）與到
訪的河北省人民政府代表團合照

，在潮州商會歷屆同仁積極參與下，為國
家經濟發展貢獻良多；是次郝副秘書長
到訪，開啟了該會與河北省交流合作新
篇章，而該會亦一如既往與河北省交流
合作，促進兩地經貿發展，推動國家改革
開放。
郝傑成則指出，河北省目前積極參與
京津冀協同發展，打造河北雄安新區，推
動產業轉型升級，以及發展高新科技產業
。在今年四月十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將在
香港舉辦招商推介活動，他歡迎潮州商會
屆時出席活動，把握河北發展機遇，或組
織企業到河北走一走，實地考察，了解商
機。
同行代表團成員還有河北省商務廳副
廳長安靜、河北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
室副主任葉長青、河北省發展和改革委員
會副巡視員喬曉林等。

政青首辦國情班 30港青畢業

聶德權赴新總董事會講大灣區機遇
【大公報訊】記者馮瀚林報道：新界
總商會日前假九龍喜來登酒店舉行董事會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應邀作 「
改革開放40年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主題
演講，與該會首長、董事及會員約80人分
享如何把握大灣區機遇。
聶德權在演講中表示，大灣區給香港
帶來兩大機遇，一是可以讓香港的經濟發
展多元化。而香港在創新和科技產業的進
展是有目共睹的。二是讓大灣區成為一個
優質的生活圈，令到香港更好地融入到國
家的發展。
聶德權又說，政府推動大灣區發展的
三大重點。一是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成為 「
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通過國家主席習近
平的親自批示，部分政策亦有一些新的突
破，比如容許香港的大學和科研機構申請
中央財政科技計劃項目，這些中央政策可
以說是為支持香港參與推動大灣區建設鋪
路。
第二是便利香港的優勢產業落戶大灣
區，讓香港的優勢產業得以進一步發展。

第三是透過政策創新和突破，加強大灣區
內城市互聯互通。雖然大灣區基本上已經
達到了貿易自由化，但無論是居民、貨物
、資金和訊息的流通，都還有不少限制。
聶德權深信，有大家的支持與同行，香港
必定能夠在進一步改革開放中發揮所長，

為下一代開拓更廣闊的未來。
新界總商會會長張德熙，主席王振聲
；副會長周華焯、何光耀、梁鐵夫、齊光
華、蕭金蓮、李國強、鄭瑞欽、區宇凡、
張永德、葉沛霖；副主席：黃志源、鄧錦
添、莊金寧等，共約80人出席了活動。

【大公報訊】香港政協青年聯會（政
青）與中華文化學院日前於北京合作開辦
「第一期國情研修班」，30名香港青年學
員近日學成畢業。國情班首日舉行開班儀
式，中聯辦協調部部長沈沖，中華文化學
院教務長李道湘出席。政青未來計劃將 「
國情班」打造成年度品牌活動之一。
政青主席譚鎮國致辭時表示，政青向
來重視培育參政議政的優秀人才，從定期
舉辦以時政為題的論壇和座談會等活動，
到開辦培訓課程，政青均一直致力推動。

他期望學員們通過國情班擴闊眼界，
為他們日後參政議政打下良好根基，也有
助他們把握國家發展脈搏和方向，開拓未
來，為國家昌盛發展和香港繁榮穩定作出
更大貢獻。
該會又感謝得到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
誼會的推動，以及中華文化學院的大力支
持，開辦了 「第一期國情研修班」，未來
希望加強香港青年對國家有更全面的認識
，推動更多香港青年認識國家發展現況，
盡早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致讀者
港聞部社團版感謝愛國愛港社團的關心支持
，力求精心採編社團新聞，以服務讀者為己任，不斷開
創新局面。
▲新界總商會日前舉行董事會，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前排中）應邀與該
會首長、董事及會員分享如何把握大灣區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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