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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新屆理事會就職
【香港商報訊】記者張芃芃報
道：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 23 周
年晚宴及第 13 屆理事會就職典禮
暨 2019 「 最 佳 中 小 企 業 獎 」 、
「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及「鵬
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頒獎
典禮，日前假灣仔會展中心舉
行。當日筵開近百席，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中聯辦
協調部副部長張強、外交部駐港
特派員公署國際組織部主任王
琪、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秘書長
吳麗敏等蒞臨主禮，並祝賀巢國
明續任該會會長。

巢國明:特區政府提供適時協助
巢國明致辭時表示，在他上屆任期內，該會舉辦及
參與超過 200 項不同類型的專題講座與活動，參與人
數超過 10000 人；該會組團出訪日本、緬甸、上海、
廣州等國家及地區；致力為香港中小企業爭取更多權
益，在強積金對沖、最低工資、標準工時等議題上將
意見提交政府。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 23 周年晚宴及第 13 屆理事會就職典禮上，賓主大合照。
他續說，面對近月來複雜的經濟環境，他相信特區
政府為業界提供適時的協助。在慶祝祖國 70 華誕的日
子，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一帶一路」倡議的
國策下，他將攜手會員為香港中小企的明天共同努
力。
陳百里稱，中小企機動靈活，競爭力強勁，有明顯
的優勢。特區政府對中小企支援很多，包括提升 BUD
資助上限至 200 萬元，以及擴展資助範圍至與香港簽
訂自貿協定的國家，透過創新合作方式，為香港企業
把握粵港澳大灣區機遇、優化資金周轉方式、為創科
領域投放資金等。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首席榮譽顧問黃友嘉表示，
海內外國際經濟形勢嚴峻，香港中小企面臨很多挑
戰。他希望大家把握好兩大原則：堅持「一國兩制」
及把握粵港澳大灣區機遇。

「中小企獎」籌委會主席邱斌表示，3 個獎項自創
辦以來憑藉嚴謹的評審程序及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
已成為業界每年一度的盛事，獲獎企業數目累積已過
百家。他希望香港中小企業及初創企業能繼續發光發
熱，為香港創造更多奇。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新屆理事會主要成員包括：
會長巢國明，永遠榮譽會長林國良、吳家榮、丁鐵
翔、陳國威、吳宏斌、劉健華，常務副會長周嘉弘，
副會長徐鳴翔、楊全盛、丁兆君、邱斌、劉定志、王
廣漢、張紅珊、林鍾歡、梁牧群、王淑筠、黃永成
等。
晚宴舉辦「中小企獎」頒獎典禮，共頒發 60 個「中
小企獎」，包括 14 個「中小企業最佳拍檔金獎」、14
個「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15 個「最佳中小企業
獎」及 17 個「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

朱蓮芬（右）與包比賽冠軍合影。
【香港商報訊】記者張芃芃報道：何文田街坊會
日前假窩打老道富臨皇宮舉行慶祝香港回歸 22 周年
暨雙親節聯歡茶會。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盧
寧、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助理專員謝亦晴、九龍城區
區議會主席潘國華、九龍城警區警民關係聯絡主任
翁綽鴻蒞臨主禮，與何文田街坊會理事長朱蓮芬等
首長及近 300 位街坊共慶佳節。現場還舉行了包比
賽，氣氛熱烈。

朱蓮芬：好多大型項目惠及香港
出 席 的 還 有 該 會 執 行 理 事 長 林 雪 梅， 會 長 郭 德
心，副理事長梁思韻、盧麗娟，首席副監事長唐少

【香港商報訊】立法會議會秩序問題近日引起關
注，廠商會日前舉行會董晚宴，邀得立法會主席梁
君彥擔任主講嘉賓，講解立法會主席的職能，以及
如何在充滿矛盾和對立的議會上按《議事規則》作
出公正裁決。
廠商會會長吳宏斌致辭時指，立法會負責制定法
律、批出公共開支和監察政府工作，責任重大。但
近年每當立法會審議一些較具爭議的議案時，總有
議員以各式各樣的手段「拉布」，干擾了議案審議
進度，妨礙政府施政，最終令整體社會利益受損。
為了確保立法會能有效運作，吳宏斌表示支持梁
主席繼續按照《議事規則》，在議員履行審議法例
的職能及維持議會秩序之間取平衡，以維護議會尊
嚴。
出席晚宴的嘉賓尚包括經民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
張華峰，廠商會立法會代表吳永嘉議員、永遠名譽
會長梁欽榮、副會長史立德、徐晉暉、吳清煥、黃

何文田街坊會首長、嘉賓與包比賽獲獎者合影。
勳，監事長何家鳳，秘書長梁軍等。
朱蓮芬致辭時表示，端午節是為紀念中國愛國詩
人屈原，他的名作《離騷》生動表達了對國家和人
民的熱愛，這份愛國之情至今仍令人敬佩。端午期
間，港九新界都會舉行各項慶祝活動，如扒龍舟比
賽、游龍舟水等，以期將霉運清出去，迎接好運到
來。該會每年都舉辦端午節包比賽。她希望參賽
者能包得快，街坊吃得快。活動適逢雙親節，她表
示父母不僅生養大家，而且對社會貢獻良多，大家
應尊敬老人家，為他們送上關懷。

廠商會邀梁君彥講立會主席職能

震、吳國安、馬介欽，行政總裁楊立門、名譽會長
蔡衍濤、羅志雄、蔡德河、倪錦輝、曾金城以及一

演藝學院畢業生傳承粵劇
【香港商報訊】記者呂明霞報道：在香港演藝學
院成立 35 周年之際，該院戲曲藝術學士（榮譽）學
位畢業學生日前假學院戲劇院特別呈獻「巾幗英
紅」畢業演出，向市民匯報 4 年的學習成果。創新舞

她續說，今年是新中國成立 70 年，多年來國家始
終關心愛護香港，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高鐵、
港珠澳大橋、大亞灣核電站等大型項目都惠及香
港，體現國家對香港發展的關注。她說，大家只有
支持國家，香港才會越來越好。
包比賽由林雪梅主持，一眾主禮嘉賓擔任評判
和頒獎嘉賓。10 位參賽者須在 3 分鐘內爭取包出量多
質好的靚，現場氣氛緊張，參賽者高超的手藝引
得台下陣陣掌聲。街坊們還享用了各式點心及
子，度過了一個愉快的下午。

台、新穎劇目、年輕的面孔，傳統的唱、做、人物
塑造等在傳承中創新，在創新中傳承。
香港演藝學院自 2013 年開辦戲曲藝術學士以來，
旨在向全世界推廣粵劇藝術，培養具有藝術造詣的

參加「巾幗英紅」畢業演出的師生大合照。

潮總今年活動精彩紛呈

何文田坊會慶回歸暨雙親節

陳百里(左)向巢國明頒發選任證書。

陳幼南表示，潮總今年活動多多。

【香港商報訊】記者張芃芃報道：香港潮
屬社團總會日前假潮州會館舉行傳媒交流分
享會，與傳媒同仁介紹今年該會連串大型活
動，包括褒獎傑出潮人精英之「潮拼天下」
頒獎禮、「出花園」之成長盃青少年足球大
賽、「盂蘭文化節」、「香港潮州節」等。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主席陳幼南、副主席潘
陳愛菁、青委會主席張俊勇，盂蘭勝會保育
工作委員會副主席胡炎松，國際潮團總會常
設秘書處執行秘書長林楓林等出席。
陳幼南表示，該會將在 6 月 18 日舉辦第五
屆「潮拼天下」頒獎禮，表揚在港各領域優
秀的年輕人所作出的貢獻，為更多年輕人樹
立榜樣；「出花園」是指潮汕地區的一種成
人禮，表示虛歲 15 歲的少年將離開花園般的
地方，進入社會闖蕩；「盂蘭文化節」今年已舉辦第
五屆，以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承推廣國家級非物質
文化遺產，活動預計吸引 20 萬人到場；兩年一屆的潮
州節將於 10 月在遮打花園舉行，內容更加豐富多樣。
潘陳愛菁介紹道，香港潮人有 100 多萬，是一股維
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力量。「潮拼天下」旨在褒獎
新一代潮人，秉承拼搏精神，讓香港市民認識新一代
潮人嶄新面貌。她透露今次 7 位得獎者為李慧詩、林
宣武、林家禮、林國良、郭英成、陳峰、楊千嬅。
張俊勇說，第三屆「出花園」系列活動由該會青委
舉辦，將於 7 月 27 至 28 日舉行，希望能繼續弘揚潮汕
文化，並幫助青少年樹立正確的價值觀。青少年足球
賽將展示他們茁壯成長、不畏艱苦、勇往直前的大無
畏精神，培養其成為有責任感、有志氣的一代新人。
「出花園」系列活動將包括其他多樣有趣的活動。
胡炎松表示，文化節一連三天，將通過搶孤競賽、
盆供堆疊等展示年輕人活力的競賽活動，展現傳統文
化魅力。盂蘭文化從社區走入校園，與院校合作，由
學生策劃參與盂蘭創作劇、3D 自拍設計、亞洲盂蘭祭
研究等。場內更設有與時俱進的 VR 虛擬實境、手機
版的搶孤大作戰、盂蘭茶文化、盂蘭學堂及多樣的免
費美食攤位，讓更多人認識了解潮汕文化。

一眾廠商會首長與梁君彥（前排右六）於晚宴上合照。
眾常務會董、會董、行業委員會召集人、婦女委員
會委員、青年委員會委員和廠商會會員等。

粵劇新人。幕起，掌板催促鼓點，主角身廣繡
戲衣，閃亮登場。香港演藝學院戲劇院舞台下樂隊
演奏，舞台中角色表演，舞台上方顯示屏顯示唱詞
的方式，讓觀眾全方位感受粵劇魅力。今次畢業表
演的劇目有江廷燕、梁振文主演的《扈家莊》、胡
敏嘉主演的《群英會之小宴》、梁翠珊主演的《紅
孩兒》及眾演員帶來的《驚喜環節》，該校 2017 年
優秀畢業生、演藝青年粵劇團成員千珊作為特邀演
員出演《群英會之小宴》中的呂布一角。
作為畢業成果展示，學生們的表演成熟專業，台
風端正穩健，文武昆亂不擋。胡敏嘉與千珊配合默
契，二人傳神演繹了貂蟬獻媚呂布、布下桃色圈套
的群英小宴。其中，千珊飾演的呂布一招一式盡顯
將士威猛，眼神亦藏不住對貂蟬的貪愛；胡敏嘉飾
演的貂蟬一顰一笑、一嗔一怒盡顯媚態，眼波傳
意。觀眾看得津津有味，為新秀送上熱烈的掌聲。
胡敏嘉在接受採訪時說，憑對粵劇和舞台表演
的熱愛，自己於四年前成為演藝學院戲曲專業的學
生。她感謝父母的支持、白雪紅老師的教誨、感謝
好搭檔千珊及朋友的幫助：「今次登台演出並不代
表學滿出師，也不代表我的學習旅途完結，只不過
是自己打開了粵劇這一寶藏的大門，今後將持續學
習、探索粵劇。」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首長與嘉賓合照。

泉州社總換屆

【香港商報訊】香港泉州市社團聯合總會日前假上
環糖心軒舉行第十四、十五屆董事會換屆交接儀式。
泉總第十四屆會長曾少春移交印璽予新一屆會長鄭文
紅，就職典禮將於 8 月 3 日正式舉行。
該會永遠榮譽會長施子清、陳榮助、傅森林，第十
四屆副會長郭金發、洪頂超、葉培輝，香港泉州社團
聯會會長陳祖恒，香港惠安同鄉總會主席駱俊憲，香
港安溪同鄉會副會長唐良賢等近百人出席了活動。
曾少春表示，泉州總會自 1989 年成立以來，秉承創
會宗旨，弘揚愛國、愛港、愛鄉精神，在 12 個兄弟鄉
會的協助下，廣泛團結和凝聚鄉親，為促進家鄉與香
港的交流合作作出了積極貢獻。他相信在新會長的帶
領下，泉州總會一定會繼往開來，會務蒸蒸日上。
鄭文紅表示，未來該會將更好地發揮帶頭作用，進
一步團結和聯絡在港鄉親，大力推動各項會務的發
展，希望兄弟鄉會一如既往地支持泉州總會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