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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發動義工3000人次 展開逾300項活動

中企服務社區 數十萬基層受惠
▼中 企 服 務 進 社 區 啟 動 禮 暨 記 者 見 面 會 昨 日
舉行，活動將發動約三千人次義工在全港展開三
百餘項社區服務活動，預計惠及全港數十萬基層
市民。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主辦的
「中企服務進社區」 啟動禮暨
記者見面會昨日在浦發銀行大
廈舉行，活動期望凝聚中資企
業，更加積極履行企業在港社
會責任，聚焦改善基層市民生
活，並宣布40家中資會員企業
將走進社區，將發動約3000人
次義工在全港展開300餘項社
區服務活動，預計將惠及全港
數十萬基層市民。

﹁

﹂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尹宗華，中企協會
名譽會長孫煜，中企協會司庫、義工團團
長李引泉，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蘇長
榮，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徐莉及新社聯理
事長陳勇等出席活動並主禮啟動儀式。

致力扶貧濟困 關注青年發展
孫煜致辭時表示，中企協會成立30
年來，協同會員企業積極組織員工開展義
工服務，目前已有48個義工隊伍，骨幹
義工近3000人，致力於扶貧濟困、捐資
助學、關注青年發展。他呼籲中資企業未
來更加積極履行企業在港的社會責任，進
一步壯大中資公益慈善力量，聚焦基層社
區，構建長效機制，以市民更加 「有感」
的方式開展社區服務等活動。
李引泉介紹 「中企服務進社區」 系列
活動安排。他表示，是次活動有近40家
中資會員企業參與，將發動約3000人次
義工在全港內開展溫暖關愛、優惠服務、
金融諮詢、醫療服務、灣區政策、旅遊服
務、送書上門、室內水電設施維修等八個
主題，共300餘項社區服務活動，預計將
惠及全港數十萬基層市民。
徐莉代表三區社團聯會發言，她表
示，三區社團聯會將全力配合做好進社區
活動，並通過地區屬會及義工團的社區服

務支援各項活動的落實。
啟動禮之後，舉行了 「中企服務進社
區」 記者見面會。華潤（集團）粵港澳大
灣區首席戰略官李浩然在會上表示，香港
疫情爆發以來，中資企業在幫助基層民眾
防疫抗疫、共渡難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以華潤集團為例，疫情期間提供的惠港服
務包括為本地中小學、的士司機提供消毒
洗手液，確保原價口罩供應，保障鮮肉蔬
菜供應，推出接種疫苗獎勵計劃，以及重
大工程項目承建等。

提供實習崗位 捐款助劏房戶
招商局（集團）總經理助理褚宗生表
示，中資企業一直關注香港青年助學就
業，招商局今年也積極響應中企協的號
召，提供了166個工作崗位，同時也提供
了271實習的崗位，為香港青年搭枱搭
梯，也促進青年對中資企業的認識。
中銀（香港）副總裁王兵指出，中資
企業向香港基層市民提供的捐助通常具有
針對性。他舉例，中國石化集團在今年專
為香港劏房家庭捐款140萬港元，為居住
劏房的青少年提供免費學習的支持和輔導
課程。未來，中資企業服務香港社會還將
常態化，讓香港廣大市民能夠感受到中資
企業支持與幫助。

中企服務進社區
中企服務進社區

八大主題
溫暖關愛進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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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服務進社區

組織中資義工走訪劏房戶、天台戶、獨居
及雙居長者，贈送愛心餐，代發福袋及生
活物資；開展社區親子活動，宣傳無痕行
山等活動，共建溫暖、和諧、環保社區。

在社區開展心血管硬度檢測，血
壓等檢測，提供中西醫義診，
並通過免費醫療講座增強市民
健康意識，宣傳健康生活方式。

通過舉辦各類灣區政策講座，擺
設街站，派發宣傳手冊等形式，
宣傳灣區金融服務，解讀大灣區
優惠政策，增進青年對大灣區了解，
促進青年到大灣區就業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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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隔離中心、香港臨時醫院及社區
治療設施等項目，香港故宮文化博物
館亦是其旗下中國建築國際集團承建
的重點工程之一。中國海外 「關愛社
會」 義工總會執行委員會主席、中國
海外集團董事、副總經理馬福軍表
示，會積極履行社會責任，體現央企
擔當，為 「一國兩制」 事業建設作出
貢獻，朝着 「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香
港」 的目標而努力奮鬥。

﹂

陳勇：不通關損經濟
民建聯副主席陳勇表示，香港與內地健
康碼互通是可以選擇的，雖然坊間有人不願
意通關返回內地，但那些只是部分人意願，
很多市民熱切期待盡快可以免隔離回內地。
香港若繼續未能與內地通關，對香港的經濟
將帶來嚴重損害。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指出，內地成功達至
「外防輸入，內防擴散」 ，健康碼發揮重要
作用。如果香港要與內地達成 「聯防聯
控」 ，兩地達成健康碼對接是十分重要且必
須的事。現時，香港健康碼仍未有推出時間
表，期望相關部門可以加快有關工作。

黎棟國：加強外防輸入
新民黨副主席黎棟國說，香港在 「內防
擴散」 工作上已經做得非常嚴謹，包括小區

推出書展贈票、閱讀獎勵計劃、
贈書活動；組織員工參與社區文
藝匯演等形式，培育閱讀習慣，
增強社區文化活力。

室內水電設施維修活動

﹁

盧偉國：須對接「健康碼」

舉辦 「尋訪抗戰足跡．聆聽歷史
故事」 ──香港千人歷史文化行
等活動。未來將深入社區開展親
子紅色旅遊活動，傳承及緬懷英烈
精神，樹立青少年正確的價值觀。

送書上門活動

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與點新聞聯合舉
▼
辦的 香港政黨主席論壇 第三期日前舉
行，討論市民關心的通關議題。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認為，香港至今仍未
做到與內地 「聯防聯控」 一體化，健康碼未
能投入服務、疫苗接種率不足等因素，最主
要的原因是香港的態度問題，令人產生 「香
港做不到」 的感覺。他說，如何改善香港的
態度問題，將是內地能否開放通關的重要因
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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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企服務進社區
中企服務進社區」」 活動旨在凝聚中
資企業，
資企業
，更加積極履行企業在港的社會
責任，
責任
，聚焦改善基層市民生活
聚焦改善基層市民生活。
。

政黨主席論壇倡通關配額制

吳秋北：港須正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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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理財知識，防騙資
訊，金融便利服務等便
民理財線上及線下講
座。

旅遊服務進社區

灣區政策進社區

【大公報訊】慶祝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72周年暨 「中海服務進社區」
啟動禮昨日（10月1日）於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舉行。中國海外表示，未
來會着重結合企業特色和業務所長，
在 「中企服務進社區」 的框架下，通
過豐富多樣的公益活動，走進社區，
服務香港市民。
過去一年內，中國海外承建香
港鯉魚門緊急防疫隔離中心、竹篙灣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由香港
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與點新聞聯合舉辦的第三
期 「香港政黨主席論壇」 ，日前在多個平台
同步直播。現時，香港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經
受控，很多市民都期望香港與內地盡快通
關。多名政黨主席認為，首先要加強內地對
香港防疫抗疫工作的信心，建議特區政府可
以推出配額制的通關方案，便利內地政府做
好疫情防控。當信心建立之後，再逐步放
寬。

內容涵蓋全港零售部門專
屬購物優惠，贈送及派發
購物優惠券，數據優惠套
餐進社區等優惠。

醫療服務進社區

中海服務進社區啟動 央企積極履行社會責任

▲ 「中海服務進社區」 啟動禮昨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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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諮詢進社區

圍封強檢、新冠病毒污水監測等都取得一定
成效。不過，香港作為國際都市，機場及港
口無可避免需要對外開放，外防輸入工作需
要做得透徹。防疫抗疫的水平必須與內地政
府看齊，才能打開通關之路。

鍾國斌：逐步提高上限
自由黨黨魁鍾國斌建議，港府未來在通
關上亦可採取配額制，先讓少量人士申請返
回內地，以便內地政府繼續做好疫情防控，
待運作暢順後，內地對香港信心增加，再逐
步提高上限。

組建義務維修隊，為基層家庭提
供房屋及電器維修服務，包括為
老人安裝方便扶手，更換水管，
維修電箱、窗戶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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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飯敘閒聊，說起名
片，有人問： 「大家可有收
過特務的名片？」
「特務怎會派名片？」
「就算派，都可能是假
的。」

「……」
「我收過，大剌剌寫着：中央情報局，CIA。」
七嘴八舌的討論立即停下來，這位朋友，頓成焦點。
那是回歸十多年後，一次美國領事館的聚餐。朋友是紀律部
隊訓練學院校長，退休前常獲邀到美領館作客。
他說，那次如常赴會，坐在他身旁的老外主動遞上名片，一
看：CIA，美國中央情報局。朋友心想：這班特務還真公開的。
飯局參與者除了美領館人員、中央情報局情報員、政府官
員、立法會議員等，有個人物，好格格不入，卻又次次出現，就
是人稱香江第一才子的陶傑。他坐在一旁，不發一言，非官非
民，在這個特務聚會中是何角色，大家各行判斷。
名片故事還有後續，朋友沒多久收到這個CIA來電，提出兩
個人名，說美國政府打算邀請這兩位紀律部隊同事到美國中情局
受訓三星期。
朋友不明所以，問那CIA：為什麼選這兩人？你們的名單何
來？派遣誰去受訓，應該是我們給你擬定名單，怎麼是你向我要
人呢？
對方說，因為他們知道，這兩位將是你們部門的未來領導
人。
朋友驚訝，CIA果真厲害。已經回歸十多年，他們仍膽敢高
調染指香港官員的升遷及培訓，而大家竟沒半點戒心。於是，朋
友寫下行政命令，自那年起，他們學院不准再派員到美國中情局
受訓。
許多事，現在回首，才覺恍然大悟。小小一個香港，美領館
竟有逾千員工，是美國駐亞洲各地領事館中人數最多的一間。辦
簽證需要這麼多人嗎？處理經貿事務需要這麼多人嗎？這千多
人，到底有多少是情報員？或者說白一點，是特務。
去年7月，官媒《環球時報》英文版微博發起網路民調，討
論如果中方採取與美國同等反制措施，哪一個美國領事館將可能
被關閉？結果，在一萬多名參與投票的網友中，竟有將近8000人
認為，美國駐港領事館應該關閉。
中國國防大學前戰略研究所所長金一南曾表示，美國一個駐
香港領事館就有一千人，這一千人是幹什麼的？他們就是打政治
仗。
對，這場政治仗，我們一直沒為意，結果輸得一敗塗地。是
時候，醒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