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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玉林鄉聯常務理事就職
陳正宏楊紅鄧清河田北辰譚耀宗等主禮 柒增健任會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黄晨）香港廣西玉
樓，隆重舉行慶祝香港回歸 17 周年暨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第
二屆廣州市慈善項目推介會 23 日在廣州白雲
國際會議中心開幕，民政部副部長竇玉沛，
廣東省副省長鄧海光及作為廣州慈善形象代
言人的藝人俞灝明出席開幕式。本屆推介會
共推出 542 個慈善項目，各單位和個人認捐共
達 3.6 億元，其中香港鵬興國際建築投資有限
公司董事長梁少貞個人捐款1,400萬元。

四屆常務理事會就職典禮。中聯辦九龍工
作部副巡視員陳正宏，廣西玉林市常委、
統戰部部長楊紅，廣西社團總會會長鄧清
河，全國人大代表田北辰，立法會議員譚
耀宗，玉林同鄉聯誼會永遠會長曹永牟，
黃大仙區議員史立德等擔任主禮。典禮高
朋滿座，各界翹楚、社會賢達聚首一堂，
共同見證新會長柒增健等理事會成員就
職，場面熱鬧、氣氛歡欣。

穗慈善推介會 梁少貞捐千四萬

■第二屆廣州市慈善項目推介會開幕，各單位和個人認
捐共達3.6億元。
帥誠 攝

林同鄉聯誼會日前於黃大仙富臨皇宮大酒

■香港廣西玉林市同鄉聯誼會第四屆常務理事會架構成員及主禮嘉賓合照。

曹永牟感謝首長會員耕耘
曹永牟致辭稱，該會創會至今，在短短6年裡，會員
人數由最初的幾十人發展到 5,000 多人，全靠各位首長
和會員不辭勞苦，默默耕耘。同鄉會一直高舉愛國愛
港的旗幟，支持特區政府正確的施政方針，關心家鄉
建設和發展，團結鄉親及香港同胞，為會務的不斷壯
大付出努力。

鄧清河：為下一代反「公投」
「佔中」
鄧清河表示，未來廣西社團總會將繼續用「五出精
神」，即出錢、出力、出心、出時間、出聲，一如既
往地支持玉林同鄉會的工作，並不斷加強同鄉會和桂
籍鄉親的聯繫，增強同鄉的歸屬感。

他說：「『出聲』是市民表達意見、與政府溝通
的重要渠道，面對現在香港社會的問題，為了下一
代，我們不要做沉默一族，要大膽出聲，杯葛假
『公投』，不以任何形式參與投票，表達自己反對
『佔中』以及任何破壞『一國兩制』行為的堅定立
場」。

柒增健：繼往開來推動會務
柒增健表示，愛國、愛港、愛鄉、維護香港繁榮穩
定，是該會創會的宗旨；恭敬桑梓、守望相助是該會
堅守的原則；積極參與社區活動、聯誼鄉親是該會的
發展精神；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是該會的本分和責
任。
他表示，展望未來，新一屆理事會將繼往開來推動

黃晨 攝

會務發展，把會務工作推向高峰，為香港繁榮穩定、
祖國和家鄉的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譚耀宗監誓 鄧清河史立德捐款
譚耀宗主持監誓儀式。在支票贈送儀式上，廣西玉
林市統戰部海外聯誼會、鄧清河、史立德分別捐贈善
款支票，以支持同鄉會會務發展。
香港廣西玉林市同鄉聯誼會主要首長包括：榮譽
會長譚錦球、王惠貞、鄧清河、史立德，永遠會長
戴保清、鄧清河、曹永牟，會長柒增健，常務副會
長鄭中正、黃君武、伍文旭、覃漢梅、李德勇、蕭
木龍、朱光洲、趙財龍、劉燦鴻、黃家傑、余英偉，
副會長胡登鳳、李祖芬、朱新華、何錦萍、余靖浵、
朱國新等。

李嘉誠基金邀 300 青年睇「柯柏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堅守正義防線的
博派，即使處於下風，被狂派狙擊，被人類出
賣，也沒有放棄過保衛地球的信念。《變形金
剛 4》男主角麥克華堡（Mark Wahlberg）同名
的青年基金會，與李嘉誠基金會合作，邀請接
近 300 名青少年，率先觀看《變形金剛：殲滅
世紀》3D電影。麥克華堡現身銀幕，以視像方
式鼓勵青少年努力學習，「沒有做不到的
事。」

麥克華堡視像現身勉勤學
麥克華堡說：「我要多謝李嘉誠先生及其
基金會為教育所做的一切，你們知道嘛，你
們沒有做不到的事；無論你想在商界中做下
個李嘉誠，還是像我般參演《變形金剛 4》
■麥克華堡現身銀幕，鼓勵在座青少年努力學習，現場頓時傳出歡 電影中的主角，只要努力學習，沒有做不到
的事！」
呼聲。

麥克華堡年少時，曾經反叛，曾經迷途，後
來決心改過自新，成為荷里活首屈一指的演員
及電影監製，他成立了麥克華堡青年基金會，
致力協助基層青年圓夢。42 歲才拿到中學畢業
文憑的他，深信青年人在人生路途中，需要一
個「第二次」機會。
去年 10 月，麥克華堡來港拍攝《變形金剛
4》，因緣際會，與李嘉誠見面，大家就教育
的重要性進行交流。源於這次會面，兩人惺惺
相惜，大家同樣重視教育，深信知識改變命運
的理念，故此於《變形金剛 4》在港上映之
際，兩基金會首度合作，藉此鼓勵青少年永不
放棄。
感謝保良局、東華三院和聖基道兒童院的支
持，近 300 名接受「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的青
少年參與觀賞電影。李嘉誠基金會還向三家機
構代表致送具有麥克華堡親筆簽名的紀念品。

竇玉沛示範地方慈善救助 App

開幕式結束後，記者在廣州慈善展區看到
演示內地第一個地方性慈善救助信息手機應
用程序──廣州慈善App，民政部副部長竇玉
沛親自操作在線捐贈功能。民眾只需掃描二
維碼下載App，即可查詢廣州慈善組織和慈善
項目的詳細情況。
軟件中的慈善機構模塊將慈善公益機構分
為基金會「民辦非企業」社會團體 3 大類，通
過 App 可查詢各機構的簡介「募捐賬號」慈
善項目「機構所在地地圖」等。
與首屆推介會相比，本屆推介會報名參會
的慈善組織中，民間組織更加活躍，僅公益
性民辦非企業單位參會比例就高達 53.73%，
較去年增加 24.4%；公益性民辦非企業單位申
報的慈善項目所佔比例也從去年的 5.64%上升
為 20.83%，充分體現了本屆推介會的民間
性。
在推介會開幕式上，各出席領導分別接受
了各單位和個人認捐共達 3.6 億元，其中最引
人矚目的要數港人梁少貞個人捐款達 1,400 萬
元。梁少貞現任香港鵬興國際建築投資有限
公司董事長、廣東省政協委員。

梁家廿年捐 1.15 億行善
1988 年，梁少貞定居香港並主持香港鵬興國際建築投
資有限公司的經營，後回到廣州投資創業，行業總投資
額約 5 億港元。事業有成後，她熱心慈善事業，捐資助
教、扶貧濟困、興建養老院等，20 年來梁少貞一家四口
已無償捐獻1.15億元用於慈善。
本屆推介會共有 107 個機構參展，設有市區級展區
「企業社會責任展區」基金會展區等，其間還將舉辦 6
場公益沙龍和公益演示。

史濟錫訪本報
■中央黨校拜訪潮州商會

中央黨校社研所王懷超訪潮商

■赴廈參會的香港社團婦女委員會代表團合影。

陳艷芳 攝

福建社聯婦委會
赴廈海峽論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艷芳 廈門報道）福建社團聯會婦
女委員會日前組團赴福建廈門參加第六屆海峽論壇．海峽婦
女論壇。本屆海峽論壇．海峽婦女論壇主題為「弘揚家庭美
德、樹立良好家風」，共安排 7 場活動，其中 4 場在廈門。活
動主要分為家庭美德論壇、兩岸家庭廣場舞展示、「家庭．
家風．家園與女性」研討會、經貿交流對接等四部分內容。

柯達權：促兩岸四地姐妹聯誼
赴會的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婦委會主任柯達權告訴
記者，這是她第六次帶團參加婦女論壇活動。談到讓她頗為
驕傲的香港姐妹，柯達權說：「香港有 300 個婦女社團，這
些社團的工作和發展，可以用百花齊放來形容。本次帶着姐
妹們從香港來到廈門，就是為促進兩岸四地姐妹聯誼，增進
感情交流。」

凌友詩主講傳統文明回歸
香港公共行政學院首席研究顧問、全國婦聯執委，福建省
婦聯執委凌友詩在隨後舉行的中華民族家庭美德論壇上發表
題為〈中華民族家庭美德，把眼光從個人投向中華傳統文
明〉的演講，引起在座嘉賓熱烈討論。
凌友詩在演講中談及傳統中華文明的回歸，從傳統文明與
現代文明的結構差異，舉例分析從道家、儒家再談到現代文
明帶給女性的改變。由一個簡單的家庭婦女的角色，認識女
性在家庭裡所承載的美德小到對家庭生育、養育、承擔「老
有所養的責任」，大至國家的保衛者。
現場來自兩岸四地的婦女代表們，十分認可凌友詩的觀
點，認為婦德回歸是社會和諧、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重要
一環。

6 月 25 日，浙江省農業廳廳長史濟錫（前排左三）率浙江省農業代表團一行到訪香港文匯報，
獲本報總經理歐陽曉晴（前排右三）、副總經理姜亞兵（前排左二）、辦公室總經理嚴中則（後
排左二）、浙江分社副社長茅建興（後排右一）等熱情接待。
文：辦公室金巍

粵科協海智基地港聯絡處揭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
廣東省科協海智基地（香港）
聯絡處合作備忘錄簽署及聯絡
處揭牌儀式，日前假香港科技
協進會（香港科協）會所舉
行。香港科協會長樂法成及廣
東省科協秘書長楊豪標代表兩
會簽署合作備忘錄。
中國科協委員譚偉豪，中聯
辦教科部調研員葉水球，京港
學術交流中心總裁李乃堯，廣
東省科協合作交流部副部長黃
嘉璜，深圳市科協科普和學會
工作部部長孫楠，深圳大學港
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宋小莊，九
龍城區議員張仁康，香港公開
大學科技學院系主任劉慶強，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協理副校長
梁校恩，香港工程師學會分部
主席鄧少華，英國皇家特許計
量及控制學會（香港）會長李
兆林等嘉賓一同見證簽署和揭

■香港科協會址舉行廣東省科協海智基地香港聯絡處成立儀式。
牌重要時刻。

樂法成談發展 楊豪標講目的
樂法成在簽署儀式上致辭，
簡介該會發展情況，高級副會
長陳少瓊和義務秘書長岑麗珊
分別介紹會務活動。楊豪標其
後介紹聯絡處成立目的，及海
智計劃內地和海外發展近況。
儀式後舉行首次工作會議，

兩會暫定每 3 個月分別在粵港
兩地定期舉行工作會議。其
間，樂法成表示，科協將組織
代表團於 8 月 4 日訪問廣東省科
協，楊豪標則邀請出席 9 月 15
日在湛江市舉辦的海智計劃活
動。
此外，孫楠亦邀請出席6月28
日在深圳市舉行的 2014 深港社
團及科技界精英聯誼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由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黨
校副教育長兼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王懷超率領的中央黨
校社會發展研究所代表團一行，在中聯辦社會工作部謝
東江的陪同下，日前到訪香港潮州商會進行考察交流。
受到潮州商會副會長張成雄、胡劍江，秘書長林楓林等
的熱烈歡迎。
客人們了解了商會 90 多年來的發展過程，組織架構和
會務內容等。賓主雙方就如何更好發揮社會組織在經濟
社會發展中的作用進行交流，對社團的成立途徑、日常
運作模式、規章制度、資金來源等方面的問題進行了深
入的探討。潮州商會並向代表團贈送《香港潮州商會九
十年發展史》一書予以留念。
中央黨校為國家重要學術權威機構，發表的研究成果
對國家的相關政策具有較大影響。代表團一行尚包括︰
中央黨校進修部正局級組織員郭煥永，社會發展研究所
教授謝志強、梁波，副教授林梅等。

花旗資助80大學生社責實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第四屆「花旗集團──社
聯大學生社責實踐計劃」日前舉行開幕禮，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張建宗應邀主禮。該計劃今年共接獲 166 份來自
本港 9 間大學工商管理學生的報名申請，最後選出 80 位
精英學生。他們將於暑假期間到 40 間非牟利服務機構實
習，服務對象包括低收入社群、長者、復康人士等，更
須接受 20 小時有關社會服務界別、社會政策議題及社福
機構實習技巧的實習前培訓，加強同學對非牟利界別的
了解。
該實踐計劃由花旗集團贊助及主辦，香港社會服務聯
會合辦，旨在啟發本港大學工商管理學生於非牟利服務
機構發揮所長，並加強他們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意識，培
育他們成為更關心社會的商業人才。

張建宗：助成商社領袖
張建宗致辭時表示，深信這個內容豐富的實習計劃能
夠更好地裝備各位工商管理的學生，將來成為一位真真
正正體察民情、有同理心、了解社會需要的公民，甚至
成為商界、社會領袖，而並非單單懂得追逐營商利潤及
個人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