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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界婦女賀祖國華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香港
工商界婦女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 69 周年午餐會昨日舉行，中聯辦
副主任仇鴻，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等出席

仇鴻譚惠珠等主禮 鄭若驊談灣區機遇促專業合作

主禮，超過 300 位嘉賓友好歡聚共
賀。鄭若驊並以「粵港澳大灣區機
遇：促進專業服務合作」為主題作
演講。

國慶籌委會主任委員周莉莉表示，新中
國建國 69 年來，國家社會和經濟發展

成就矚目。今年是國家改革開放 40 周年，
這 40 年間，改革開放已成為國家經濟增
長、提升人民生活質素，以至促進全球經濟
發展的重要引擎。

周莉莉：各界準備迎「帶路」商機
她指，面對近期複雜多變的環球政經局
勢，國家堅持改革開放，積極推進「一帶一
路」、粵港澳大灣區和其他區域合作，將為
香港帶來新機遇，香港工商各界必須做好準
備，迎接新商機。
周莉莉說，香港的工商和專業服務跟國際
高度接軌，可擔當內地與世界聯繫的重要橋
樑，中央近期也陸續出台多項便利港澳同胞
在內地居住、就業和學習的措施，為進一步
便利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人流、物流、資金
流、信息流的目標打下良好基礎。
她強調，香港在金融、航運、仲裁、商貿
等專業服務領域擁有豐富的國際經驗和獨特
優勢，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
她表示，國家一直是香港發展的強大後
盾，祖國好、香港好，冀工商界婦女與社會

■香港工商界婦女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9周年午餐會昨日舉行，賓主一同祝酒。
各界一同攜手、抓住機遇，為祖國日益富
強、香港繁榮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鄭若驊在演講中指，隨着中央各項便民政
策的落實以及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的開
通，將逐漸形成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
圈」。香港憑藉穩健的金融體系管理制度，
可積極配合大灣區企業的融資及業務發展需

要。

鄭若驊：國際法專才助「走出去」
她認為，香港在推動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
方面有着 5 大優勢。首先，香港在「一國兩
制」下法治穩步向上，更有眾多高質素的法
律人才。其次，香港在處理合同條文或建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香港同胞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9 周年籌備委
員會將於 10 月 1 日及 2 日，一連兩天假紅
磡香港體育館舉辦 「國慶文藝晚會」及
「國慶青年音樂會」。文藝晚會以「迎
接盛世」為主題，帶來精彩的文藝表
演。
籌委會昨日舉行記者會，籌委會副秘書
長盧文端、文體表演主任霍震霆、宣傳主
任朱蓮芬，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馬笑
虹，春天舞台劇製作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及
監製高志森等出席介紹節目詳情。

盧文端謝各界支持國慶演出
盧文端表示，籌委會舉辦的國慶文藝
晚會，已成為每年本港慶祝國慶的重點
活動，得到廣大市民支持。歷年的「國慶
青年音樂會」，均受到年輕人熱烈歡迎。
他對特區政府及各界熱心人士繼續協助
和支持籌辦今年國慶演出表示感謝。
「國慶文藝晚會」將於 10 月 1 日（星
期一）晚上 7 時至 8 時 15 分舉行。晚會以
「迎接盛世」為主題，將為觀眾帶來一
連串音樂、舞蹈、武術、歌唱等形式的
文藝表演。
參與表演團體及嘉賓包括：解放軍駐

■國慶籌委會主要成員與部分演出嘉賓合影。
港部隊軍樂隊、文工團和儀仗隊，香港
青年中樂團，以及著名歌手陳潔靈、孫
耀威、閻奕格，著名南音演唱者李玉
華、二胡樂手陳璧沁等。當晚，香港文
化舞劇團將國寶名畫《清明上河圖》化
成舞蹈，栩栩如生地呈現在舞台上。

韓團BTOB參與青年音樂會
「國慶青年音樂會」
則於 10 月 2 日（星期
二）晚上 8 時至 10 時舉行。表演歌手包括

韓 國 人 氣 男 團 BTOB、 強 勢 新 人 男 團
PENTAGON、人氣女團 CLC、創作歌
手李起光，內地首支嘻哈少年組合 BOY
STORY，以及香港歌手糖妹和沈震軒。
市民可於 9 月 21 日
（星期五）起，在全
港各區民政事務處諮詢中心免費索取
「國慶文藝晚會」門票，每人可取兩
張。「國慶青年音樂會」票價分為 150 元
及 250 元，門票現於各城市售票網售票處
公開發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繆健詩）九
龍婦女聯會日前舉
行「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香港角色與
機遇」專題講座，
邀得包括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副局長陳
帥夫在內的 3 名專
家擔任演講嘉賓。
陳帥夫表示，粵港 ■九龍婦聯舉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香港角色與機遇」專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澳大灣區建設不單 講座，賓主合影。
能夠促進香港經濟產業走向多元化，同 作，以提高各個地區的競爭力。
RECAS 集團主席高廣垣則談及大灣區
時更可拓展香港居民的生活空間，確實
9+2 城市的概況，提醒有意走進灣區生
與每個港人息息相關。
陳帥夫強調，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一定 活及工作的人士需注意兩地差異，及從
要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進行，而香 中尋求發展機遇。
港亦要將「一國兩制」的優勢加以善
蘇麗珍盼抓緊灣區機遇
用，在大灣區發展中瞄準國家所需、發
九龍婦女聯會主席蘇麗珍指，粵港澳
揮香港所長，做好區內互聯互通的工
大灣區既是國家重要的發展戰略，對於
作，以達至多方的互惠共贏。
他特別提到，特區政府已了解到港人 香港更是劃時代的機遇，該會希望通過
對於兩地稅收差異存有顧慮，現已向內 講座，讓市民對於大灣區建設，以及香
地部門反映意見，並會努力為港人爭取 港在當中所擔當的角色，能有更深入了
解和認識，從而抓緊這難得的機會。
最佳的方案。
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盧寧，九龍
演講嘉賓、中國銀行（香港）發展規
劃部經濟及政策研究主管謝國樑指出， 婦女聯會會長鄭臻，榮譽顧問馮少芬，
協同發展是大灣區建設中的重要一環， 副會長李蓮、古麗芳、陳皖蓉，副主席
香港與內地政府部門可通過設施集中 趙鳳儀、劉瑩、鄧明慧，以及200名婦聯
化、邊境口岸通關便利化等措施加強合 會員出席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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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各區工商聯向年青人分享港發展機遇

企業獻愛心歡樂滿東華
中道集團董事長、香港友好協進會發展基金執
委會副主席莊紫祥，連同莊紫祥慈善基金會會長
蔡來順及中付支付（中道集團成員）年青員工合
共 20 人，日前出席東華三院（愛心滿東華）慈善
晚宴，莊紫祥期望，公司員工在重視營商獲利之
餘，還要懂得關懷弱勢社群，承擔企業的社會責
任。他亦身體力行，以身作則，帶頭捐款 30 萬予
貧困病患者，同時號召更多年青人加入關心弱勢
社群的隊伍。
莊紫祥慈善基金會一直在莊紫祥的理念推動
下，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配合特區政府的施
政，在「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的建設上出言獻

由全港各區工商聯及油尖旺工
商聯會合辦的「慶祝國家改革開
■莊紫祥手持東華三院榮譽贊助人紀念座

放 40 周年『騰飛四十載 機遇創未

策，出任諮詢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末來之星同學
會榮譽主席，帶領年青大學生多行多走多見聞；
他亦擔任范長江行動副主席，教導全港年青新聞
系大學生，在報導所見所聞時要持平公正、務實
客觀。此外，莊紫祥更出任義工聯盟義工基金常
務副主席，在香港及內地低調參與慈善事業，多
年來不斷捐款，善心暖流綿綿不斷。

來』與 CEO 對話－機遇分享會」

上城旅港同鄉會青年會回鄉交流 深化兩地合作
上城旅港同鄉會青年會日前在會長馬圓圓的帶
領下回杭交流訪問，體會獨特的家鄉風味。市委
統戰部副部長俞永明，區委常委、統戰部長來劍
波，區委統戰部副部長毛健兒等領導熱情接待。
為期三天的交流訪問主要分為三個主題。一是
感受家鄉的發展新風貌。在玉皇山南基金小鎮、
「海歸驛站」和江南 1535 茶樓，青年會會員們感
慨玉皇山南基金小鎮快速發展取得的輝煌成就，
小鎮優美的環境氛圍和支持寬容的政策氛圍，其
中為青年人群傾心打造的創新創業、綜合服務平
台「海歸驛站」讓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是
開展愛國主義教育。體驗小營紅巷「同心紅色之
旅」，依次走訪了毛主席紀念館、第一黨小組和
錢學森故居，通過實踐、體驗感悟黨史教育和愛

結合科技發展及完善的個人資料私隱保障，
進一步推廣本港在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
的優勢。
問答環節上，嘉賓就大灣區的投資創業提
出問題，鄭若驊指，香港及內地法律界現正
探討香港與內地律師行聯營的安排，預料很
快會有好結果。

九龍婦聯邀陳帥夫談灣區機遇

國慶籌委會下月晚會「迎盛世」

公司架構方面均能提供穩妥的專業服務，是
進行交易的良好平台。
鄭若驊續說，第三，香港在處理仲裁或調
解個案的經驗豐富，能向爭議方提供不同選擇
的仲裁調解服務。第四，香港擁有熟悉國際法
的專才，可協助大灣區企業「走出去」。
最後，特區政府積極推動法律科技發展，

國主義教育。三是體會深厚的傳統文化。青年會
成員們走近孔廟，舉行入泮禮。馬圓圓代表學員
誦讀《孔子贊》、全體學員恭誦《論語百句》，
穿漢服、習古禮，體驗文人茶會，通過優秀的傳
統文化凝聚共識。
青年會成員紛紛表示，三天的「尋根之旅」
內容豐富、意義深遠，他們紛紛為家鄉發展建
言獻策，不少年輕學子表示畢業後希望能回到
家鄉效力、發展。期間，會長馬圓圓認養了杭
州動物園的大熊貓，以實際行動關愛國寶，也
希望以此儀式帶領上城旅港青年愛國愛港愛
鄉，大力推進在港青年與家鄉全方位的交流合
作，為促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和家鄉經濟社會
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日前假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
中學舉行。全港各區工商聯會長
盧錦欽，油尖旺工商聯會會長黃
達強、主席冼慧詩，萬希泉集團
董事長沈慧林，粵港澳大灣區青
年協會資訊科技委員會主席林國
威出席了分享會，向在場百多名
學生分析香港的發展機遇。

■由全港各區工商聯及油尖旺工商聯會合辦的「慶祝國家改革開放 40 周年
『騰飛四十載 機遇創未來』與CEO對話－機遇分享會」日前圓滿舉行

黃達強致歡迎辭時表示，改革開放四十年，國家與香港也
經歷了很多風風雨雨，今後兩地如何齊心協力，抓住新

的發展機遇，實現共同發展是我們每一個香港青年值得深思
的問題。他希望香港青年可以抓住機遇，積極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並以香港之所長配合國家之所需，一起迎接國家與香
港更美好的未來。
盧錦欽致辭時表示，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國家與香港都發
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取得了堅實的成果。時至今日，國家
與香港如何一起高質量發展，香港如何發揮自身優勢，配合
好服務好國家，取得共贏局面，是大家值得重視和深究的問
題。他寄語年青人應加深了解改革中國的各項發展，以及對
國家和香港所帶來的各種機遇，未來為祖國、為香港的經濟

繁榮作出更多的貢獻。
沈慧林在場也分享了自己的創業經驗，他表示希望自己的
成功能給香港年輕人帶來啟發。他認為，年輕人會面對各種
壓力，但香港畢竟是資訊發達、資金充足、與世界交流密切
的東方之珠。只要善於利用好內地優勢，儘管創業之路充滿
風險與挑戰，但成功也是可期的。
林國威則分析了大灣區的發展機遇，他指，大灣區的發展
勢必為香港的經濟帶來新增長點，香港作為大灣區內最開
放、最國際化及最市場化的都市，在推動灣區的發展有其獨
特和不可替代的地位。他勉勵年青人要開放思想，裝備自
己，投身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並期望年青人的生涯規劃能配
合大灣區發展，把理想融入大灣區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