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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呂明霞報
道：香港中山社團總會日前假灣仔
會展中心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 70 周年暨該會成立 23 周年
會慶聯歡晚會」。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
廣東省委統戰部副部長李煥春，中
聯辦社團聯絡部部長李文，中山海
外聯誼會會長梁麗嫻等出席主禮。
當晚筵開 50 餘席，該會會員及友
好社團代表共聚一堂。

該會主席楊凱山表示，
該會自 1996 年成立以來，
秉承辦會宗旨，團結鄉
彥，發揮鄉親愛國、愛
港、愛鄉的力量，做好橋
樑紐帶作用，至今團體會
員發展到 42 個。該會在主
席團以下設立了 7 個事務
委員會，分別負責香港、
大灣區、青年、婦女、康
樂、義工和獎教事務。他
們各自發揮優勢、經驗和
智慧，把會務工作做得更
加扎實。

他說，今年初，該會組織了近 700 位會員和鄉親參
加一年一度的中山慈善萬人行，各團體會員和個人都
紛紛慷慨捐助，並捐款贊助中山市「第四屆華人華僑
(中山)高爾夫球邀請賽」賽事。其他 7 個事務委員會
亦舉辦了各類活動，推廣家鄉文化特色，舉辦粵港澳
大灣區經濟‧青年發展論壇，組織年輕人到中山實習

香港中山社團總會舉行 23 周年會慶，賓主合照。
培訓，探訪了本港中山籍困難家庭等，從社會各個方
面深入，發光發熱傳遞正能量。他續稱，港府剛剛發
布的施政報告以改善民生為主軸，聚焦房屋和土地供
應，為香港解開困局提供有力幫助。未來，香港中山
社團總會將會繼續為祖國、香港及家鄉服務。
梁麗嫻表示，該會成立以來高舉愛國愛港的旗幟，
發揚優良傳統，團結帶領中山鄉親回家鄉，支持家鄉
發展，為祖國的改革開放事業不遺餘力，為香港平穩

陳幼南介紹說，潮州菜歷史悠久，享譽海內外。潮
總舉辦的香港潮州節，潮州美食便以細膩巧味、齒頰
留香而備受讚賞，在海內外形成了品牌效應，品嘗潮
州美食也蔚然成風。他希望透過是次活動，弘揚中華
美食文化、振興潮州飲食文化、凝聚香港及海內外潮
人力量。

馬介璋：潮菜崇尚清淡注重養生
馬介璋表示，香港素有「美食之都」美名，全球各
地的美食都能在這裏品嘗到。而香港位處中國廣東之

陝西聯誼會會員大會
【香港商報訊】記者盧慧萍報道︰香港陝西聯誼
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暨第八屆會員大
會晚宴日前於香格里拉酒店舉行。主禮嘉賓有中聯
辦副主任何靖、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楊義瑞、解放
軍駐港部隊副政委陳亞丁、陝西省政協副主席祝列
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以及香港陝西聯
誼會主席鄭翔玲等與該會同仁共申慶賀。當晚筵開
40 席，逾 400 位政商界名人出席，場面熱鬧。
鄭翔玲致辭時表示，70 年來中國取得了令世界刮
目相看的偉大成就，陝西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

潮州菜國際大賽新聞發布會，賓主大合照。
南，深受華南地區飲食文化的影響，潮菜的影響力當
然不能忽視，崇尚清淡、注重養生等概念依舊被人們
所推崇。是次大賽不但極大地弘揚了中華美食文化，
也振興潮汕飲食文化在華人市場的影響力。
黃書銳介紹大賽的籌備情況。他指，潮州菜國際大
賽已經得到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香港李嘉誠基金會主席李嘉誠、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創會主席陳偉南等首長支持，希望
海內外參賽隊伍發揮潮菜精神，弘揚潮州文化，賽出
質量和水平。
楊位醒和評委許美德分別介紹賽制的相關情況。大

化。聯誼會與香港特區同齡，是「一國兩制」22 年
成功實踐的見證者，是香港與祖國同發展共繁榮的
親歷者。聯誼會將一如既往，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
愛國愛港愛陝力量，堅決擁護「一國兩制」和《基
本法》，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為促進陝港交流合作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為實現
祖國完全統一，貢獻智慧和力量。
會長景哈利致辭時表示，聯誼會有信心也有決心
帶領全體會員服務該會，遵循章程，積極參與香港
各項社會事務，支援建制派選舉，推動愛國愛港力
量，擴大互動，增強互信，推進和諧社會進展，致
力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和社會和諧安寧。風雨過後見
彩虹，香港明天會更好。

香港陝西聯誼會舉行國慶暨第八屆會員大會晚宴，賓主合照。

賽將特邀外國知名美食家、內地飲食業代表、香港十
大著名酒店主廚及米芝蓮三星主廚等組成專業評委
會，進行評審，評委設專業組及其他專業人士、名人
組分別評判，以保證賽事公平公正，確保質量。佳寧
娜潮州菜主廚吳耀光代表參賽隊員發言，他認為此次
活動有助於提高本港的潮菜烹調水平，有助於與海內
外同行的相互學習與業務交流，機會難得，一定會積
極參與。
會後，百樂潮州酒家、佳寧娜潮州菜、潮家宴、華
苑潮州閣等潮州酒家帶來精美的潮州菜餚，與會嘉賓
品潮州功夫茶、享潮州美食，紛紛讚不絕口。

【香港商報訊】記者呂明霞報道：原全國政
協常委楊孫西旗下的香江會現正展出「香港 黃
山 匯天下」，香港書畫界黃山寫生作品展，10
位本地畫家的百餘幅作品以不同形式、不同角
度展現 4 月黃山的壯美奇觀。福建中學的 20 多
名學生日前到此觀展，參展畫家何洵瑤、黃麗
嫻、梁錫源、徐沛之等人分別介紹了其創作過
程和觀景感受。
何洵瑤介紹道，他們當時在安徽停留 5 天，上
黃山的一日很幸運，看到了雲海。「我們朝早
上山時遇上下雨，剛好在半山腰看到了雲霧一
陣陣湧上來，好像仙境一樣，給我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也正是實景感觸，我們在短短的時間內拍
攝、素描、寫生。」徐沛之向記者介紹道，這次展出
的作品以黃山為主題，但風格各異，其中有一幅作品
由 10 位畫家共同畫作，各家風格融為一體，集大家之
美成和諧之作。
楊孫西向記者表示，他希望通過更多的文化交流與
合作，為本地藝術家搭台搭梯，弘揚中華傳統文化，

福建中學學生參觀黃山畫展。
促進香港與內地的文化發展。作為福建中學的校董之
一，他深知學校的學生雖來自社會不同階層，但整體
文化質素較高，且堅守愛國愛港精神，希望通過帶領
學生參觀兩岸四地藝術家的作品，讓他們對中國傳統
文化和藝術有更深的認識。
該展覽至 26 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11 時至下午 7 時，
周六上午 11 時至下午 5 時，周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香港商報訊】致力為客戶提
供一站式公關及綜合傳訊服務的
迪亨集團(De Novo)日前舉辦了
周年慶典活動，活動邀請到集團
的客戶、合作夥伴、傳媒代表、
投資及經商界人士、藝人及網紅
出席，包括演員陳嘉桓、網紅程
美段、導演薛可正等，場面熱鬧。
集團董事及主席何文禮表示:「De Novo打通了商業公關
及財經公關兩個傳統上完全不同的市場，將兩大範疇的公
關傳訊服務融合。加上電子商貿的興起及數位行銷成為行
業大趨勢，De Novo早年已着手建立自家的數位行銷團
隊，擁有自己的網絡平台，由內容製作到大數據網絡廣告
投放，為客戶提供更多元化的行銷方案，創造更大的價
值。」
De Novo曾與多個國際知名品牌及大型上市企業合作，
何文禮補充:「面對市況轉差，憑藉我們的獨特定位及豐
厚經驗，能為客戶設計能夠同時兼顧多個目標觀眾群，而
且具成本效益的宣傳推廣計劃。」
迪亨集團董事及主席何文禮(左
三)與一眾管理層為醒獅點睛。

獅子會為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舉行新聞發布會。

體育會及18間獅子會屬會協辦，並獲19間機構全力支持。現年舉辦第四
屆比賽，已吸引超過190支隊伍參賽，包括獅友、工商團體及學校或青
少年分別於獅子會盃、工商團體盃及公開學生組出賽。
今屆特邀七位藝人擔任活動大使，包括許家傑、范振鋒、林慧倩、陳
偉成、葉灝基、方詠琳、程芷渝，為一眾參賽者和年輕人打氣，獅子會
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聯合執行主席曾建文表示：「每年的三人籃球賽比
賽，務求令全港中小學生可以參與一個高水平的賽事，更有機會代表香
港出戰海外、與其他國家的青年球員交流。亅他表示，舉辦三人籃球賽
是為了加強獅子會與社區之間的連結和透過學校促進與青少年的互動交
流，讓獅子會的服務精神滲透社區，增加大眾對獅子會的了解。

迪亨集團逆市創出路

港基愛心義工隊代表獲頒義工服務獎項。

獅子會舉辦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
【香港商報訊】2019年度獅子會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將於11月2及3日
假灣仔修頓遊樂場舉行，由24間獅子會聯合主辦，香港籃球總會、康仁

【香港商報訊】由粵港澳三地律師協會聯合
主辦、澳門律師公會承辦的第八屆粵港澳律師
運動會日前在澳門舉行。香港代表隊譚玉瑜律
師在女子游泳比賽中勇奪兩金兩銅四項獎牌。
譚 玉 瑜 17 年 來 連 續 八 屆 均 有 參 與 這 項 盛
事，在游泳比賽中屢有優異表現。今屆獲得的
獎項是女子 4×50 米自由泳冠軍、女子 4×50
米四式接力冠軍、女子 40 歲以上蝶泳 50 米季
軍及女子 40 歲以上自由泳 100 米季軍。
譚玉瑜律師為莊重慶律師夫人，亦為香港莊
重慶律師事務所合夥人。該律師行開業逾 30
年，在香港素負盛名。譚玉瑜平時熱愛運動，
每星期均堅持游泳兩至三次，每年都參加香港
元旦冬泳大賽，保持良好的狀態。
透過本屆運動會，三地律協又舉行了一次大
灣區律師會議，就共同組織涉及法律主題及職
業思考的相關活動交換了意見。

福建中學學生參觀黃山寫生展

港基連續十二年榮獲義工服務獎
【香港商報訊】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港基) 一直關愛社區，其
「港基愛心義工隊」多年來熱心舉辦及參與義工活動，回饋社會，
去年社會服務時數更達到近18000小時，並連續十二年榮獲社會福利
署 推 廣 義 工 服 務 督 導 委 員 會 頒 發 「1 0 , 0 0 0 小 時 義 工 服 務 獎 」 ， 此
外，港基亦有141名員工分別獲得個人義務工作金、銀及銅獎，獲獎
員工人數創歷年新高，成績斐然。
今年，「港基愛心義工隊」繼續不遺餘力，參與義務工作，包括
探訪長者，舉辦義賣活動，以及支持社會福利署舉辦的「香港人·
香港心」義工大使行動，製作小手工禮物送贈予有需要人士，為他
們送上關懷及暖意。當中有六名員工更參與及完成由香港青少年服
務處及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舉辦的「企業義工訓練
課程2019」，並獲頒發畢業證書。未來，港基會繼續籌劃更多多元
化的義工活動以建構及連繫社區。

譚玉瑜在第八屆粵港澳律師運
動會游泳比賽中獲得兩金兩銅。

【香港商報訊】記者趙敘言報道：潮州菜國際大賽
昨日於潮州會館十樓大禮堂舉行新聞發布會。是次大
賽由香港餐務管理協會、世界粵菜廚皇協會、國際潮
團總會、香港潮屬社團總會、香港潮州商會主辦，將
於 12 月 17 日假中華廚藝學院舉行，屆時將邀請海內
外 20 個國家及地區名廚，聯合潮汕四市的潮菜名廚共
同參賽，預計將有約 70 組參賽隊，通過傳統潮式烹飪
法或新派潮式烹飪展示潮菜精神，將評選出至尊金
獎、特金獎、金獎、銀獎、銅獎及單項獎。
潮州菜國際大賽組委會榮譽主席陳偉南、榮譽主席
林建岳、榮譽主席馬介璋、主席陳幼南、執行主席黃
書銳，副主席楊位醒、林宣亮、許學之、林克倫等與
香港參賽隊代表 50 餘人出席了發布會。

過渡、順利回歸做出大量工作。她希望香港中山社團
總會在楊凱山主席的帶領下，團結一心，各屬會全力
支持總會，支持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帶領
香港再出發、再前進；搞好團結，維護社會和諧穩
定，大家要積極發聲，勇敢行動，共同發出維護法
治，抵制暴力的聲音；關心青年，廣泛傳播正能量；
推動香港與內地交流合作，充分利用粵港澳大灣區的
有利時機。

譚玉瑜粵港澳律師運動會奪金

潮州菜國際大賽 12 月中舉行

陳幼南：弘揚中華美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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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社總賀 23 周年

楊凱山：把會務做得更扎實

李文（右）向楊凱山（左）頒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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