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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統戰部一級巡視員、中華海外聯誼會副秘書長覃
菊華，中聯辦協調部部長朱文，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僑聯
副主席余國春，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全國
工商聯副主席邱達昌，山東省台港澳辦主任劉淵，山東省
政協副秘書長錢煥濤，華魯控股集團董事長樊軍，前中銀
香港副董事長岳毅，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大公文匯集團董
事長姜在忠，全國政協委員、華彬集團董事長嚴彬等逾500
名各界人士出席就職典禮，共襄盛舉。

張建宗：冀魯港加強合作 把握機遇
張建宗在典禮上致辭時表示，魯港兩

地經貿關係緊密，山東對香港的出口總額
達到數十億美元，香港則是山東最大的外
商直接投資來源地。魯港兩地人文交往非
常頻繁，不少魯籍商人來港建家立業、落
地生根，在各行各業發光發熱，已經成為
香港社會發展和維持香港安定繁榮的重要

力量。
他續說，希望香港及山東等地能夠繼續加強合作，積

極把握 「一帶一路」戰略及粵港澳大灣區帶來的空前機
遇，利用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借助香港這個國際平
台，推動更多山東企業走出去。

張江汀：支持特區依法施政 共克時艱
張江汀表示，長期以來，聯誼總會堅

決擁護 「一國兩制」方針，支持香港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為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促進山東與香港的交流合作作出了積極貢
獻。特別是今年以來，面對香港嚴峻複雜
的社會局勢，聯誼總會全體成員精誠團
結、共克時艱，在鞏固壯大愛國愛港力

量、維護國家核心利益和香港繁榮穩定等方面，做了大量
艱苦卓絕、富有成效的工作。他希望聯誼總會在新任會長
的帶領下，牢記習近平主席囑託，堅決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維護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貢獻智慧和力量。

朱新勝：求同存異 推動兩地融合交流
朱新勝指出，齊魯兒女豪爽熱情、勤

勞質樸、誠實守信，一代一代來到香港，
同樣熱誠待人、兢兢業業、努力向上，在
香港各行各業、各個領域，做出了出色的
成績，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他續說，作為
新一屆理事會會長，將肩負港魯兩地發展
的重要職責，秉持辦會宗旨，貫徹 「一國

兩制」方針和基本法，愛國愛港，着眼大局，和衷共濟，
求同存異，不斷推動山東鄉親和香港各界深入融合交流。

朱銘泉：牽線搭橋 緊密團結
朱銘泉說，聯誼總會多年來為兩地企

業合作牽線搭橋，積極參政議政，努力建
言獻策。他強調： 「在重要發聲時刻，我
們多次登報支持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並
多次以會長身份在報紙及媒體發表署名文
章及接受訪問，發出正能量聲音。」他
指，聯誼總會將更緊密團結、真誠合作，

共同為香港及山東各項進步事業發揮積極力量。

王家惠：祝願明天更加美好
聯誼總會常務副會長王家惠帶領全場

共同祝願祖國和香港的明天更加美好，香
港山東各級政協委員聯誼總會會務昌盛，
蒸蒸日上。

施教益：總會全員深感鼓舞
聯誼總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施教

益致辭感謝嘉賓和各界友好關愛，總會
全員深感鼓舞。他表示，今後將緊密聯
繫在港鄉親們，努力將香港建設得更加
美好。

典禮上，香港山東各級政協委員聯誼總會成立 「泰
山學子基金」。首批發起人兼捐贈者為：全國政協委
員、中國僑商聯合會榮譽會長嚴彬，山東省海外聯誼會
榮譽會長、培新控股董事長楊世杭，山東省政協委員趙
青，麥迪格集團董事長劉東，全國政協委員朱新勝，合
共捐出港幣500萬，以 「勤學修德、明辨篤實、勇於擔
當、造福桑梓」的宗旨，嘉惠品學兼優或創新實踐能力
突出的山東在港求學及香港在內地求學的高校學子。

出席典禮活動的香港嘉賓還有：中聯辦機關工作部
部長王克忠，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部長劉林，全國政協委
員、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龔俊龍，全國政協委員、福
建社團聯會主席吳換炎，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
合會理事長蘇長榮，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立法會議員梁

志祥，全國政協委員、深圳同心俱樂部主席陳紅天，全
國政協委員、香港工商總會首席會長江達可，全國政協
委員、善德基金會主席董吳玲玲，全國政協委員、黑龍
江省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畢馬
威會計師事務所中國區企業主管合夥人龔永德，山東省
政協澳門常委王淑梓，步步高執行董事陳偉和，中國工
商銀行(亞洲)副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武龍，麥迪格
董事長劉東。

率團赴港慶賀的山東領導還包括：濟南市委常委統
戰部部長王擁華，青島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王久軍，
濟南市政協副主席張作平，濟寧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
白山，威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市僑辦主任程曉軍，煙
台海聯會辦公室主任邢妹。

嘉賓雲集 同賀「泰山學子基金」成立

香港山東各級政協委員聯誼總會第三屆理監事就職典禮隆重舉行
張建宗 黃蘭發 譚鐵牛 張江汀 宋如安等主禮 朱新勝當選會長 朱銘泉任監事會主席

香港山東各級政協委員聯誼總會於12月30日晚假香港洲際酒店隆重舉行第三屆理
監事就職典禮暨聯歡晚會。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
會副主任黃蘭發，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外交部駐港公署副特派員宋如安，山東省委
常委、統戰部部長張江汀等共同主禮。朱新勝膺新一屆理事會會長，朱銘泉任監事會
主席，並在眾人見證下正式就職，全場舉杯同賀，氣氛熱烈。

▲香港山東各級政協委員聯誼總會第三屆理監事就職典禮暨聯歡晚會，賓主合照

▲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頒發委任證書予香港山東各
級政協委員聯誼總會第三屆理事會會長朱新勝（左）

▲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頒發聘任證書予聯誼總會榮譽會長岳毅（左一）、樊軍（左二）、
姜在忠（右三）、嚴彬（右二）、劉東（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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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副會長施教益（左一）代表本會與濟南市委常委
統戰部部長王擁華（右二）互贈紀念品

▲外交部駐港公署副特派員宋如安頒發委
任證書予常務副會長代表王家惠（左）

▲山東省委常委、省統戰部部長張江汀頒發委
任證書予聯誼總會監事會主席朱銘泉（左）

▲常務副會長黃清海（左一）代表本會與煙台市海外
聯誼會辦公室主任邢妹（右一）互贈紀念品

▲常務副會長程學展（右一）與威海市委統戰部副部
長程曉軍（左二）互贈紀念品

▲全國政協委員嚴彬（右三），本會常務副會長趙青（右
一），榮譽會長劉東（右二）及會長朱新勝（左三）移交捐款
支票予 「泰山學子基金」 ，由常務副會長王家惠（左二）陪同
山東省海聯會秘書長李躍文（左一）台上見證

▲常務副會長魏宗明（右二）、常務副會
長周偉凎（左二）擔任典禮晚會抽獎嘉賓

▲常務副會長鄭和國（左一）與濟南市政協副主席張作
平（右一）互贈紀念品

▲常務副會長劉愛麗（右一）與青島市委統戰部長王
久軍（左二）互贈紀念品

中央統戰部一級巡視員、中華海外聯誼會副秘書長覃
菊華，中聯辦協調部部長朱文，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僑聯
副主席余國春，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全國
工商聯副主席邱達昌，山東省台港澳辦主任劉淵，山東省
政協副秘書長錢煥濤，華魯控股集團董事長樊軍，前中銀
香港副董事長岳毅，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大公文匯集團董
事長姜在忠，全國政協委員、華彬集團董事長嚴彬等逾500
名各界人士出席就職典禮，共襄盛舉。

張建宗：冀魯港加強合作 把握機遇
張建宗在典禮上致辭時表示，魯港兩

地經貿關係緊密，山東對香港的出口總額
達到數十億美元，香港則是山東最大的外
商直接投資來源地。魯港兩地人文交往非
常頻繁，不少魯籍商人來港建家立業、落
地生根，在各行各業發光發熱，已經成為
香港社會發展和維持香港安定繁榮的重要

力量。
他續說，希望香港及山東等地能夠繼續加強合作，積

極把握 「一帶一路」戰略及粵港澳大灣區帶來的空前機
遇，利用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借助香港這個國際平
台，推動更多山東企業走出去。

張江汀：支持特區依法施政 共克時艱
張江汀表示，長期以來，聯誼總會堅

決擁護 「一國兩制」方針，支持香港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為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促進山東與香港的交流合作作出了積極貢
獻。特別是今年以來，面對香港嚴峻複雜
的社會局勢，聯誼總會全體成員精誠團
結、共克時艱，在鞏固壯大愛國愛港力

量、維護國家核心利益和香港繁榮穩定等方面，做了大量
艱苦卓絕、富有成效的工作。他希望聯誼總會在新任會長
的帶領下，牢記習近平主席囑託，堅決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維護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貢獻智慧和力量。

朱新勝：求同存異 推動兩地融合交流
朱新勝指出，齊魯兒女豪爽熱情、勤

勞質樸、誠實守信，一代一代來到香港，
同樣熱誠待人、兢兢業業、努力向上，在
香港各行各業、各個領域，做出了出色的
成績，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他續說，作為
新一屆理事會會長，將肩負港魯兩地發展
的重要職責，秉持辦會宗旨，貫徹 「一國

兩制」方針和基本法，愛國愛港，着眼大局，和衷共濟，
求同存異，不斷推動山東鄉親和香港各界深入融合交流。

朱銘泉：牽線搭橋 緊密團結
朱銘泉說，聯誼總會多年來為兩地企

業合作牽線搭橋，積極參政議政，努力建
言獻策。他強調： 「在重要發聲時刻，我
們多次登報支持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並
多次以會長身份在報紙及媒體發表署名文
章及接受訪問，發出正能量聲音。」他
指，聯誼總會將更緊密團結、真誠合作，

共同為香港及山東各項進步事業發揮積極力量。

王家惠：祝願明天更加美好
聯誼總會常務副會長王家惠帶領全場

共同祝願祖國和香港的明天更加美好，香
港山東各級政協委員聯誼總會會務昌盛，
蒸蒸日上。

施教益：總會全員深感鼓舞
聯誼總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施教

益致辭感謝嘉賓和各界友好關愛，總會
全員深感鼓舞。他表示，今後將緊密聯
繫在港鄉親們，努力將香港建設得更加
美好。

典禮上，香港山東各級政協委員聯誼總會成立 「泰
山學子基金」。首批發起人兼捐贈者為：全國政協委
員、中國僑商聯合會榮譽會長嚴彬，山東省海外聯誼會
榮譽會長、培新控股董事長楊世杭，山東省政協委員趙
青，麥迪格集團董事長劉東，全國政協委員朱新勝，合
共捐出港幣500萬，以 「勤學修德、明辨篤實、勇於擔
當、造福桑梓」的宗旨，嘉惠品學兼優或創新實踐能力
突出的山東在港求學及香港在內地求學的高校學子。

出席典禮活動的香港嘉賓還有：中聯辦機關工作部
部長王克忠，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部長劉林，全國政協委
員、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龔俊龍，全國政協委員、福
建社團聯會主席吳換炎，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
合會理事長蘇長榮，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立法會議員梁

志祥，全國政協委員、深圳同心俱樂部主席陳紅天，全
國政協委員、香港工商總會首席會長江達可，全國政協
委員、善德基金會主席董吳玲玲，全國政協委員、黑龍
江省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畢馬
威會計師事務所中國區企業主管合夥人龔永德，山東省
政協澳門常委王淑梓，步步高執行董事陳偉和，中國工
商銀行(亞洲)副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武龍，麥迪格
董事長劉東。

率團赴港慶賀的山東領導還包括：濟南市委常委統
戰部部長王擁華，青島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王久軍，
濟南市政協副主席張作平，濟寧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
白山，威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市僑辦主任程曉軍，煙
台海聯會辦公室主任邢妹。

嘉賓雲集 同賀「泰山學子基金」成立

香港山東各級政協委員聯誼總會第三屆理監事就職典禮隆重舉行
張建宗 黃蘭發 譚鐵牛 張江汀 宋如安等主禮 朱新勝當選會長 朱銘泉任監事會主席

香港山東各級政協委員聯誼總會於12月30日晚假香港洲際酒店隆重舉行第三屆理
監事就職典禮暨聯歡晚會。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
會副主任黃蘭發，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外交部駐港公署副特派員宋如安，山東省委
常委、統戰部部長張江汀等共同主禮。朱新勝膺新一屆理事會會長，朱銘泉任監事會
主席，並在眾人見證下正式就職，全場舉杯同賀，氣氛熱烈。

▲香港山東各級政協委員聯誼總會第三屆理監事就職典禮暨聯歡晚會，賓主合照

▲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頒發委任證書予香港山東各
級政協委員聯誼總會第三屆理事會會長朱新勝（左）

▲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頒發聘任證書予聯誼總會榮譽會長岳毅（左一）、樊軍（左二）、
姜在忠（右三）、嚴彬（右二）、劉東（右一）

▲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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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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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副會長施教益（左一）代表本會與濟南市委常委
統戰部部長王擁華（右二）互贈紀念品

▲外交部駐港公署副特派員宋如安頒發委
任證書予常務副會長代表王家惠（左）

▲山東省委常委、省統戰部部長張江汀頒發委
任證書予聯誼總會監事會主席朱銘泉（左）

▲常務副會長黃清海（左一）代表本會與煙台市海外
聯誼會辦公室主任邢妹（右一）互贈紀念品

▲常務副會長程學展（右一）與威海市委統戰部副部
長程曉軍（左二）互贈紀念品

▲全國政協委員嚴彬（右三），本會常務副會長趙青（右
一），榮譽會長劉東（右二）及會長朱新勝（左三）移交捐款
支票予 「泰山學子基金」 ，由常務副會長王家惠（左二）陪同
山東省海聯會秘書長李躍文（左一）台上見證

▲常務副會長魏宗明（右二）、常務副會
長周偉凎（左二）擔任典禮晚會抽獎嘉賓

▲常務副會長鄭和國（左一）與濟南市政協副主席張作
平（右一）互贈紀念品

▲常務副會長劉愛麗（右一）與青島市委統戰部長王
久軍（左二）互贈紀念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