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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統會團拜 開會講大計
楊建平唐怡源李堅怡主禮 楊孫西盧文端林建岳黃英豪姚志勝共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中國和

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和統會）昨日在

南洋酒店舉行2017年丁酉年新春團拜暨

第二屆第七次常務理事會議，中聯辦副主

任楊建平、台務部部長唐怡源、副部長李

堅怡出席主禮，聯同該會創會理事長楊孫

西、理事長盧文端、監事長林建岳、會長

黃英豪、執行會長姚志勝等首長共賀新

春，共商發展。今年是香港回歸 20周

年，和統會計劃舉辦多項重要活動，包括

舉辦專家論壇，從深層次探索推動兩岸延

續和平發展道路的新路向及新動力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香港安
溪同鄉會第十六屆董事就職典禮暨丁酉
年新春聯歡晚會日前假北角富臨皇宮舉
行。曾少春榮膺新一屆會長，中聯辦法
律部部長王振民、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
主席盧溫勝、華閩集團總經理丁炳華、
安溪縣政協主席梁金良蒞臨主禮。大會
筵開約80席，近千鄉賢友好聚首一堂，
共敍鄉誼，喜迎新春，場面熱鬧。
曾少春表示，該會創會近34年來，在

歷屆首長帶領下，會務不斷發展，建立
了穩固的基礎。他指，出任新一屆會長
讓他深感榮幸，表示定將全力以赴，不
負重託，在往後的日子裡團結董事會同
仁，一同為鄉親服務。
他強調，未來會務要朝接地氣、有人
氣、有朝氣三方面努力—將廣泛團結
鄉親，貼近基層、與時俱進，了解同鄉

們的真實需要、真實想法；盡最大努力
動員更多鄉親加入到同鄉會大家庭，為
社會出一分力；聯繫更多在港的安溪青
年子弟、安溪人才加入到同鄉會，為該
會的長遠發展獻計獻策，薪火相傳。
他表示，團結就是力量，鼓勵大家共
同勉勵，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國家的富
強民主作出貢獻。
盧溫勝表示，安溪是鐵觀音茶的故

鄉，是東南亞眾多僑領和台灣知名人士
的祖籍地，「安溪」之名享譽海內外。
他指出，該會是閩籍社團中成立較早
的縣級同鄉會，凝聚了廣大在港同胞，
經過30多年的發展，會務不斷發展壯
大，相信在會長曾少春的領導下，會務
定將更上一層樓。
梁金良讚揚該會自成立以來，秉承愛

國愛港優良傳統，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積極參與香港社會事務，成為促進
香港繁榮穩定的一股重要力量；眾鄉親
事業有成之餘，更情繫故里，積極回鄉
投資創業，參與捐資助學、扶貧濟困等
公益事業，他鼓勵眾鄉親多回家鄉走走
看看，關心家鄉發展，為家鄉、香港的
發展貢獻力量。
該會第十四及第十五屆會長白水清致

辭，感謝鄉親對過往會務的鼎力支持，
並祝願會務蒸蒸日上、再創輝煌。

安溪鄉會就職 曾少春膺會長

楊建平在會上致辭指，去年香港與兩
岸都發生了很多大事，和統會在反

「港獨」、支持人大釋法、支持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釋放了
很多正能量。2017年對兩岸和香港來說有
兩件大事，對兩岸來說，今年是大陸開放
台灣島內市民到大陸探親30周年，值得
很好的紀念；對香港來說，今年是香港回
歸20周年，藉此之際，大家對「一國兩
制」要有更強烈的制度自信，面對「港
獨」思潮以及「港獨」、「台獨」互相勾
結，大家要保持高度警惕並進行堅決鬥
爭。

關注培育青年助了解國家
楊建平續指，上月20日中央剛召開對

台工作會議，概括起來有3個信息特別明
確，即是堅決反對「台獨」、繼續加強民
間交流，以及支持和團結台灣島內所有主
張和平發展的力量。
他希望未來和統會繼續在維護香港繁榮

穩定方面發揮作用，按照愛國愛港、中央
信任、有管治能力、港人擁護四大條件支
持選舉下一屆行政長官，以及更多關注對
年輕人的培養工作，幫助年輕人加深對國
家了解。

盧文端冀再辦「促統大會」
盧文端表示，今年和統會希望藉紀念香

港回歸20周年之際，再次舉辦「全球華
僑華人反獨促統大會」。大會將以凝聚兩
岸青年為重點，攜手全球統促組織和全球

華僑華人舉辦一場既隆重又具特色的全球
性反「獨」促統大會，為國家的完全統一
應盡綿力。
他指，自2000年以來，「促統大會」

每年都在海外不同國家包括港澳地區舉
行，已成為海外各統促會交流工作經驗、
明確工作方向、凝聚廣泛共識的重要平
台。
2010年，和統會在香港成功舉辦過一屆

「促統大會」，是歷屆規模最大、台灣代
表最多、社會影響最大的一次盛會。

黃英豪籲堅決遏「兩獨」合流
黃英豪回顧過去一年，該會以反對「台
獨」、「港獨」為重點，舉辦了多項有意
義的活動，組織了多場座談會，參加了多

個以反「港獨」為主題的大型集會，並在
香港多個主流媒體上撰文發聲，從理論上
行動上堅決反對「港獨」勢力在香港社會
泛起，呼籲社會高度警惕並堅決遏制「兩
獨」合流。
姚志勝表示，和統會今年將加強反對

「兩獨」工作力度，「促統大會」是一個
很好的平台，香港回歸20周年是一個很
好的時機。和統會將更密切警惕「港獨」
泛起，堅決遏制「港獨」與「台獨」的合
流，多向社會和學校發聲，揚清激濁，令
「兩獨」無安身之地。
出席團拜活動的還有首席顧問林廣兆，

會務顧問蔣麗芸、何志明、李嘉音、胡葆
琳、孫必達、曾文仲，常務副會長蔡毅、
陳亨利，副會長吳永嘉等逾百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鄧學修）由香港
廣東社團總會九龍西
地區委員會舉辦的
「聞雞起舞．送福傳
愛意」活動，先後向
1,000名九龍西區長
者致送愛心福袋，送
上福米、油、麵條和
罐頭等食品，支援他
們的生活需要，與他
們分享春節的喜慶。活動日前於深水埗富昌邨
揭幕，中聯辦九龍工作部部長何靖、深水埗民
政事務專員李國雄等蒞臨主禮，並聯同香港廣
東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鄧祐才等一眾該會首
長，率先向深水埗區居民派發500份愛心福
袋，而其餘福袋將於本月18日於九龍城區派
發。

鄧祐才盼愛心傳遍社會
鄧祐才致辭表示，舉辦是次活動是希望讓各
區長者能夠活得健康，以及感受春節的喜悅和
氣氛。
他續稱，福袋除了為長者帶來物資，亦為他
們帶來社會各界的關懷和祝福，並強調這是福
袋的重點所在，希望能藉着是次活動，將愛心

帶到社會上的每個角落，讓社會各界能夠一同
出心出力，共建和諧、繁榮穩定的香港。他又
指，該會將繼續與地區組織合作，不遺餘力地
幫助弱勢社群，為社會帶來更多的溫暖。
何靖形容，是次活動是一件盛大的善事，並
認為做善事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能將開心的
心意表達出來，傳達予各個社區的長者，希望
活動能夠圓滿成功。他又讚揚一眾該會首長坐
言起行、親力親為，非常關懷社會上需要幫助
的人，體現香港人的精神，寄望該會日後繼續
努力，做好地區工作，共建安定繁榮的香港。
出席賓主尚包括九龍城區議會主席潘國華；

深水埗區議會副主席陳偉明；深水埗居民聯會
理事長容海；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副主席徐莉、
楊德、彭少榮，常務副秘書長陳少洪等。

廣東社總九西委會福袋敬老

■ 白 水 清
（右）移交
帥印予曾少
春（左），
王振民主持
見證。

李摯 攝

■香港安溪
同鄉會第十
六屆董事就
職典禮暨丁
酉年新春聯
歡晚會，賓
主合影。

李摯 攝■ 一 眾 嘉
賓、該會首
長 親 力 親
為，向該區
長者送上福
袋。
鄧學修 攝

■■和統會新春團拜和統會新春團拜，，賓賓
主手持揮春合照主手持揮春合照。。

■■和統會團拜和統會團拜，，賓主舉杯賓主舉杯
祝酒祝酒。。 沈清麗沈清麗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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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綫翡翠台 無綫明珠台 鳳凰衛視中文台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J2台

9:00 交易現場
9:30 深港滬通
9:45 超級勁歌推介
9:50 快樂長門人
10:00 包青天
10:30 步步驚心
11:30 宣傳易及新聞提要
11:35 交易現場
11:45 愛情食物鏈
12:45 交易現場
1:00 午間新聞
1:20 左右紅藍綠
1:25 都市閒情
2:15 今日VIP
2:40 交易現場及深港滬通
2:45 九江十二坊
3:45 喜羊羊與灰太狼之開心方程

式及交易現場
4:15 心動！光之美少女
4:45 花生動畫
4:50 Think Big天地
5:20 寶石寵物VI
5:50 財經新聞
6:00 文化長河-大地行及新聞檔案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錦繡未央
7:30 東張西望
8:00 財神駕到
8:30 親親我好媽
9:30 迷
10:30 這個冬天不太冷
11:00 環球新聞檔案
11:05 晚間新聞
11:30 新聞檔案
11:35 天氣報告
11:45 娛樂頭條
11:50 新紮師兄1988
1:00 皆大歡喜
1:40 今日VIP
2:05 東張西望
2:35 無間音樂
3:35 愛情食物鏈
4:30 咁至識食
5:30 開心俱樂部

7:00 平約瑟牧師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9:00 教育電視
10:00 金融行情
10:30 交易現場
11:00 深港滬直通車
11:15 金融行情
11:30 交易現場
11:32 金融行情
12:00 CCTV News-直播
1:00 金融行情
2:00 交易現場
2:03 金融行情
3:00 深港滬直通車
3:10 金融行情
3:55 交易現場
4:00 小小探索家
4:25 毛毛兔
4:30 建築師巴布
5:00 動物地圖集(X)
5:25 天才孖寶拯救隊(II)
6:00 財經消息
6:05 明珠檔案
6:35 迷你小寶貝
7:00 藝坊
7:25 話說當年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及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清心直說
8:30 狗狗夢飛翔
9:30 話說當年
9:35 明珠絕色：神秘的印度
10:35 環球金融速遞
10:40 閃電俠(III)
11:35 財經速遞
11:40 晚間新聞
12:00 箭神(II)
12:55 賽馬預測
2:05 明珠絕色：神秘的印度
3:00 狗狗夢飛翔
3:55 清心直說
4:20 歐陸名畫樂悠揚
5:00 台灣無綫衛星電視台新聞
5:30 中國新聞

6:00 韓國小姐
7:00 我，租了一個情人
8:00 Music Café
9:00 世界第一等
10:00 搵食飯團
10:30 無間音樂
11:30 兄弟幫
12:00 微微一笑很傾城
1:00 KARA愛情習作
2:00 韓國小姐
3:00 我，租了一個情人
4:00 超級勁歌推介
4:05 叢林的法則
5:30 3日2夜
6:00 我的導遊是明星9
7:00 微微一笑很傾城
8:00 娛樂新聞報道
8:30 80後環遊世界
9:30 六合彩
9:35 婚前撻Q日記
12:00 兄弟幫
12:30 超級勁歌推介
12:35 胆識過人
1:45 綠茵闖蕩
2:15 潮生活
2:35 男神瑞士遊
3:30 叢林的法則
5:00 3日2夜
5:30 宇宙兄弟

06:30 天人合一2016
07:00 海底交易
07:30 早辰．早晨
08:05 千禧年代
09:00 香港故事-他們的情書
11:00 寵物情．人
11:30 我家在香港
12:00 北野武Art Beat
12:30 味道的故事2
13:00 健康大道-育兒手冊
13:30 消費新潮
13:55 社企有道
14:00 兒童劇場
15:00 教育電視學校節目
16:00 漫遊百科
17:00 辦公室生存之道
17:25 左右紅藍綠
17:30 義行多國度
18:00 卓越教室
18:30 童理講清楚
19:00 Harry哥哥好鄰居
19:18 超好玩實驗
19:33 小農夫 大作物
20:00 有倉出租
20:30 文化長河-大地行
21:00 視點31
21:30 街角有樂
22:00 香港故事-自遊香港
22:30 新聞天地
23:00 時代的記錄 鏗鏘集
00:00 藝坊
00:30 視點31
01:00 街角有樂

09:40 鳳凰全球連線
10:05 紀錄．大時代
10:40 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
11:30 鳳凰觀天下-時事亮亮點
12:00 鳳凰午間特快
12:25 鳳凰氣象站
12:30 有報天天讀
12:55 今日視點
13:00 鏘鏘三人行
13:35 鳳凰焦點關注
13:55 絲路文明
14:00 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
14:45 誰不說咱家鄉好
15:00 資訊快遞
15:30 鳳凰衝擊播-今日看世界
16:05 設計家
16:15 鳳凰大視野
17:00 有報天天讀
17:25 紀錄．大時代
18:00 全媒體大開講
19:05 誰不說咱家鄉好
19:15 今日視點
19:20 鳳凰觀天下-中國戰法
19:55 設計家
20:00 鳳凰大視野
20:35 鳳凰焦點關注
21:00 時事直通車
22:00 鳳凰衝擊播-冷暖人生
22:30 絲路文明
22:35 鳳凰全球連線
23:00 鏘鏘三人行
23:35 有報天天讀
00:00 鳳凰子夜快車
00:25 絲路文明
00:30 全媒體大開講
01:40 誰不說咱家鄉好
01:50 鳳凰大視野
02:25 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
03:00 紀錄．大時代
03:25 鳳凰衝擊播-冷暖人生
04:05 鳳凰焦點關注
04:30 鳳凰全球連線
05:00 有報天天讀
05:30 鏘鏘三人行
05:55 時事辯論會

06:00 早晨新聞
09:00 智富通
10:00 愛情悠悠藥草香
11:00 智富通
12:00 午間新聞
12:20 夠細煮
12:55 智富通
13:30 巷弄裡的那家書店
14:30 Cooking媽嫲
15:30 智富通
16:30 神之謎題
17:00 舞力四射
17:30 戀愛班長2
18:00 6點新聞報道
18:30 快樂童盟
19:00 巷弄裡的那家書店
20:00 8點新聞報道
20:30 鄰家律師趙德浩
22:00 貓!全部都係貓
22:30 今天倫敦應該很高興 達

明一派
23:00 AKB戀工場
23:30 十五分鐘熱度
23:45 英超精華
00:45 愛情悠悠藥草香
01:45 今天倫敦應該很高興 達

明一派
02:15 十五分鐘熱度
02:30 財經新聞及潮玩科技
03:00 Driving In Hong Kong

06:00 朝聞天下
08:35 生活圈
09:25 破陣-25-27
12:00 新聞30分
12:35 今日說法
13:13 薛平貴與王寶釧-9-12
16:34 第一動畫樂園
19:00 新聞聯播
19:38 焦點訪談
20:05 安居-31-32
22:00 晚間新聞
22:38 等着我
23:37 生活提示
23:43 吉尼斯中國之夜
00:35 動物世界
01:25 晚間新聞
01:55 專題節目
05:29 人與自然

06:00 海峽兩岸
06:30 今日亞洲
07:00 中國新聞
07:30 今日關注
08:00 中國新聞
09:00 2016國家記憶
09:30 外國人在中國
10:00 中國新聞
10:13 流行無限2017寒假特別

節目
11:00 中國新聞
11:10 國寶檔案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3:00 華人世界
13:30 記住鄉愁
14:00 中國新聞
14:13 大宅門-7-10
17:15 遠方的家
18:00 中國新聞
18:15 中國文藝
18:45 國寶檔案
19:00 中國新聞
19:30 今日亞洲
20:00 記住鄉愁
20:30 海峽兩岸
21:00 中國新聞
21:30 今日關注
22:00 走遍中國
22:31 華人世界
22:59 大宅門-7-10
02:00 新聞聯播
02:30 走遍中國
03:00 中國新聞
03:10 遠方的家
04:00 中國新聞
05:00 中國文藝
05:30 國寶檔案
05:45 全球華人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