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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會員大會

「與司．局長有約」晚宴     嘉賓：署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太平紳士

2011
Mar
22

2011
Mar
22

年一度的周年會員大會於3月22日晚假銅鑼

灣世貿會順利舉行，會上選出第五屆理事

會，胡曉明太平紳士獲選續任新一屆理事會會長。

胡曉明會長感謝第四屆理事會成員的參與及會員的支

持，讓本會會務順利發展，並獲社會各界的認同。

胡會長表示新一屆理事會將繼續秉承創會宗旨，積

極關心香港社會，對國家發展作出貢獻。本會將一

如以往舉辦研討會、主題講座等，促進會員與社會的

聯繫，並積極就政府重要政策諮詢提供專業意見。

亦會舉辦各項交流及訪問活動，如今年將舉行安徽

省訪問團、非洲探索之旅及北京訪問團等。

胡曉明會長提到國家十二五規劃首次以

獨立篇章納入港澳的發展，是香港進一

步發展多元經濟的重要契機，專業人士

及資深行政人員的角色將越趨重要，期

望大家可攜手同心發揮專業人士及資深

行政人員的影響力，提升香港於國際市

場上的競爭力。

會於3月22日周年會員大會後舉行的「與司‧局長有約」晚宴，很高興得到署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局長蘇錦樑太平紳士出席，晚宴吸引逾80名嘉賓及會員出席，包括本會榮譽顧問廖長城資深大律

師等，場面熱鬧。胡曉明會長感謝蘇錦樑署理局長撥冗蒞臨

介紹該局最新發展，並與本會會員展開深入交流。

蘇錦樑署理局長於會上深入講解該局推動創新科技產業、檢

測和認證產業的工作及計劃。首先，在創新科技產業方面，

局方除了致力提升科研基礎設施，如科學園、數碼港等，亦

積極透過資助，以推動創新活動。他指政府今年將就創新及

科技基金的資助範圍及評審機制展開第二期檢討，檢討範圍

包括知識產權安排等事宜，讓資助的機制發揮更大作用。

至於檢測和認證發展方面，蘇錦樑署理局長提到政府目前重點支持中藥、食品、建築材料及珠寶等四個對檢測及認證服務有重大需求的行業，香港檢測和認證

局亦將於今年成立工作小組，為業內各個界別提供平台，深入了解業界發展需求及方向。

此外，蘇錦樑署理局長稱剛落實的《CEPA補充協議七》容許香港檢測機構今年起以香港加工的玩具、電路裝置、信息技術設備和照明設備四類產品作試點，

承擔中國強制性產品認證制度的檢測工作，他認為有關新措施有助本港實驗室開拓商機，對本地加工產品進入內地市場提供更方便的機遇。他強調政府將繼續

支持香港長遠發展成為區內的檢測和認證中心。

答問環節時，會員提問踴躍，包括建築物料產品認證詳情、創意人才培訓，亦有會員向署理局長了解旅遊業監管最新規定、醫療服務的未來發展、飲食業發展

等。蘇錦樑署理局長於會上曾打趣道，該局名稱如同飛機機艙，有「商務」及「經濟」，會後謝偉銓常務副會長感謝蘇署理局長與會員分享該局的工作，並詳

盡解答會員的提問，真正為本會會員帶來一個愉快充實且

「頭等」禮遇的晚上。

每

本

左起：黃錦輝理事、蘇錦樑署理局長、譚偉豪
理事及謝偉銓常務副會長

會址：香港銅鑼灣渣甸街54號富盛商業大廈9樓C室

電話：+852 3620 2918   傳真：+852 3620 3106   電郵：office@hkpasea.org   網址：www.hkpasea.org

新當選之第五屆理事會成員於周年會員大會後合照

會員踴躍出席周年會員大會

胡曉明會長致送紀念品予蘇局長

前排左起：	甄灼寧會員、朱裕倫會員、李健會員、陳記煊理事、
鄧煒會員；

後排左起：	梁芷茵會員、利德裕會員、黃錦輝理事、梁廣灝會員
及鄭民昌會員

接受會員証書之會員與胡曉明會長合照
左起：張美娟、薛家強、姚俊佳、李煥明、王惠蘭、林向陽、胡曉明會長、陳少琼、鄒健宏、鄒廣榮、陳智星、
陳遠光、范秉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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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成功者交流」晚宴     主講嘉賓：本會榮譽顧問、城市大學校長郭位教授, JP

「2010香港社會和諧研究報告」新聞發佈會 「卓育菁莪計劃」嶺南大學舉行啟動儀式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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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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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繼2006年及2008年進

行了「香港社會和諧研

究」後，於2010年底再次進行

相關研究，並委託浸會大學傳

理學院媒體及傳播研究中心於

2010年12月14日至19日進行

隨機抽樣電話訪問。成功訪問

1,016名年滿18歲的香港市民，

了解其對香港社會和諧程度的

看法，並比對上述兩次研究的

數據，以分析市民看法的變化。

研究就36項可能影響社會和諧的項目給受訪者評價滿意度，結果顯示2010年香港社會

和諧指數為5.35分(滿分10分)，屬於中度和諧。

2010年所得的指數(5.35分)與2006年(5.57分)及2008年(5.6分)比較，是有所下降。比

較三次研究數據，在政府管治層面中，滿意度最高的前三個項目均維持不變，首位為「

政府維持良好法治(包括保護個人自由和財產)，第二是「政府維持廉潔管治」，第三為

「政府維持(市場，言論，傳媒)自由」，反映香港市民肯定了政府在這三方面的努力。

根據研究結果分析，本會總結出香港市民最關心及

對香港社會和諧最具影響力的因素，並促請政府及

社會各界加以關注及正視。有關報告建議包括：

1. 加強問責精神、勇於承擔求變；

2. 提高施政透明、開放聽取民意；

3. 維護公平競爭、均衡分配資源；

4. 理性討論包容、讚揚好人好事；

5. 增加進修就業機會，提升社會流動。

研究結果已於2011年3月22日(星期二) 舉行之新聞發佈會公佈，新聞發佈會由研究委

員會主席劉勵超理事主持，胡曉明會長、研究計劃榮譽顧問何順文副會長及浸會大學

傳理學院研究拓展總監張

榮顯博士講述報告內容。

是項研究獲傳媒廣泛報導，

引起社會關注，研究報告

亦已送交政府部門及其他

相關團體作參考。

本大地震後出現的核洩漏危機引起全球關注。著名

的核安全專家、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教授應邀出

席本會「與成功者交流」晚宴任主講嘉賓，講解核電設

施的可靠性及尚待完善的地方，包括核廢料的處理、核

設施的管理等。他指出未來人類將面臨能源不足的問

題，需努力發掘新能源，以應付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

胡曉明會長衷心感謝本會榮譽顧問、城市大學校長郭位

教授於百忙中抽空出席晚宴，就「核能的未來發展與我(The 

future of nuclear energy and me)」的題目分享。

晚宴上，郭教授首先以不同的真實意外講解「可靠性」，並指出即使是最尖端

的科技、最萬全的設計，也可能發生意外或錯誤，根據過往經驗，人更是最不

可靠的。他舉例指核電設施一直在不斷完善，提高安全措施，但第一至三代的

核電設施均因人為操作問題發生事故，當中1979年美國三哩島核電站事故與

1986年切爾諾貝爾核事故均涉及人員操作出誤的問題。

此外，處理核電事故的方法亦是決定

事故影響程度的關鍵。郭教授稱美國

三哩島核電站事故處理果斷、訊息透

明度高，令影響大減。反觀切爾諾貝

爾核事故訊息遭封殺，訊息模糊不清

下引起極大爭議。

總結來說，郭位教授認為現代核電設

施本身是安全的，但必須解決現存的

隱憂，包括減少依賴人員操作、改善管理等，以避免意外發生；同時亦需要

研究清除核廢料的方法。

繼郭位教授分享後，本會副會長、香港核電投資董事總經理陳紹雄工程師亦

為與會者講解大亞灣核電站設備、安全措施等。他表示早於大亞灣核電站規

劃時，已進行了嚴謹的風險考慮，包括地震、海嘯、強風、內部失火、外來

撞擊等風險。

為了確保核電站運作正常，陳紹雄副會長續指核電站定期進行一連串的安全

系統測試、檢查，包括監察地震儀表、檢查外來後備電源、測試混凝土安全

殼等，亦會經常進行應急演習，他指未來將就此與香港政府合作，加強溝通。 

最後，交流及聯誼委員會主席鍾志平理事代表本會感謝兩人精彩的演講，並耐

心解答與會者的提問，讓大家對核電有更深入的了解。

會之「卓育菁莪計劃」，繼已展開與中文大學及城巿大學

合辦師友計劃外，與嶺南大學合辦的師友計劃亦於4月9日

舉行啟動儀式，由嶺南大學校長陳玉樹教授及胡曉明會長主持。

陳校長致辭時感謝本會會員抽出

寶貴時間，參加「卓育菁莪計

劃」，培育社會的未來領袖。他

希望參與計劃的同學好好珍惜機

會，積極主動請教，為自己將來

的人生及事業奠下基礎。

胡會長致辭時指出，本會開展

「卓育菁莪計劃」，是希望透

過師友計劃、主題演講、高桌

晚宴交流等活動，協助學生開

拓人際網絡，擴闊眼界，提升

社會流動的機會。共有18位本會會員與38位嶺大學生結成師友。

胡會長特別感謝嶺南大學對計劃的鼎力支持，為啟動儀式作出細

緻妥善的安排。

結成師友的會員與學生雖然是首次見面，但卻沒有絲毫隔膜，當

天在融洽的氣氛中互相分享交流。拍攝大合照後，學生更為會員

們作嚮導，參觀環境優美的嶺大校園。

本
左起﹕何順文會員、胡曉明會長及劉勵超理事

陳玉樹校長致送紀念品予胡曉明會長

當晚陳紹雄副會長(右)及梁廣灝會員(左)
分別作了分享

本

劉勵超理事接受傳媒採訪

左起：林義揚財務長、浸會大學張榮顯博士、劉勵超理事、胡曉明
會長、容永祺創會會長、謝偉銓常務副會長及何順文會員

出席之會員與學生分享心得	(上圖：
張錦齡會員；下圖：廖美香會員)

參與計劃之學生、導師以及出席之嘉賓大合照

日

郭位教授分享

2011
Apr
26

接受會員証書之會員與胡曉明會長(左六)及容永祺創會會長(左五)合照
左起：陳維端、呂敦厚、駱永基、魏月萍、容永祺創會會長、胡曉明會長、吳美枝、梁穎怡、
劉瑛琳、陳幼仙、麥耀文、吳子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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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訪問團

理事會成員欣賞張學友演唱會 與媒體午餐聚會
2011
Apr
28

2011
Apr
28

謝容永祺創會會長邀請本會現任及前任理事攜眷於2011年4

月28日晚一同欣賞「張學友1/2世紀演唱會」，中聯辦教科部

潘永華部長、莫錦強副部長伉儷等嘉賓亦應邀出席。歌神張學友於

演唱會上，除了勁歌熱舞，亦大唱經典金曲，同時亦加入了舞台劇

元素，令大家印象深刻，回味無窮。

本會亦特別於演唱會前舉辦了晚宴聚餐，讓欣賞演唱會的嘉賓、理

事及其家人聚會交流，場面融洽歡樂。

了加強與媒體的聯繫，本會繼去年成功舉辦「與媒體午餐聚會」，今年亦已

於4月28日舉行「與媒體午餐聚會」，近20所電子及平面媒體高層或代表應

邀出席，本會亦有多位理事會成員、公關及傳訊委員會成員參與是次聚餐。

席上胡曉明會長介紹了本會第五屆理事會成員及最新發展，讓各媒體增加對本會的

了解。希望與各媒體促進交流，保

持良好關係。

安徽省委書記張寶順先生等領導接見本會訪問團

本會安徽省訪問團於2011年5月8日(星期日)至12日(星期四)舉行，到訪省會合

肥市及黃山市展開訪問交流。協會十分榮幸獲當地極高禮遇及重視，訪問團先

後得到安徽省委書記張寶順先生、省委副書記兼省政協主席王明方先生、省委

常委兼常務副省長詹金夏先生、省委常委兼合肥市委書記孫金龍先生、副省長

花建慧女士等領導親自會見及宴請。訪問期間本會亦與當地政府達成協議，將

加強兩地的專業交流及合作。

訪問團也非常榮幸邀請到中聯辦教育科技部部長潘永華教授、香港政府駐上海

經濟貿易辦事處主任譚惠儀女士等擔任隨團顧問。

訪問合肥		了解當地最新經濟發展

是次安徽省訪問團一行40多人，

於5月8日抵達合肥，十分榮幸於

當晚獲安徽省委常委兼合肥市委

書記孫金龍先生會見，並親自介

紹了合肥市經濟與社會的最新發

展情況。

翌日(5月9日)本會參加安徽省政府

港澳事務辦公室及政協港澳台僑

和外事委員會舉辦的「皖港合作

交流座談會」，花建慧副省長、

副秘書長張武揚先生及省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張箭先生等30多名官員出席

介紹了當地的經濟發展狀況，雙方就各個專業範疇展開深入交流。座談會後，

雙方提議簽署合作協議，進一步加強兩地交流與合作。

訪問團於當天晚上獲省委書記張寶順先生、省委副書記兼省政協主席王明方先

生、省委常委兼常務副省長詹金夏先生、省政協副主席鄭牧民先生等會見及宴

請。張寶順書記表示自香港回歸後，安徽省與香港的交流與經濟交往越趨密

切，去年10月他率領省代表團來港訪問，獲香港友好接待，而不少香港企業

近年亦到安徽省投資及發展。張書記期望專資會與安徽省展開更深、更廣、更

具專業的交流，促進經濟發展。他於會上亦介紹了當地歷史、省情及名勝等。

安徽省訪問團於合肥市的行程除了拜會上述領導、進行交流外，亦考察了當地的

江淮汽車生產線及科大訊飛信息科技發展，了解當地的工業及創新科技發展。

置身黃山		仿如世外

完成合肥的拜訪活動，訪問團

啟程前往集世界文化遺產、自

然遺產及世界地質公園於一身

的旅遊勝地黃山市，見識安

徽燦爛的歷史文化與優美的

自然風景。

「天下第一奇山」黃山，是行

程中最刺激與驚心動魄的一段

旅程。團員們於登山前已於山

腳搜購、預備各項登山用具、

小背囊，務求以最輕裝享受登

山之樂。我們是從黃山後山乘

坐目前亞洲最長、內地最大的

複式客運索道─太平索道(斜長3,709米)登山，乘坐如同半卡輕鐵的索道吊車出

發，全程只需8分鐘，途中「飛越」多處險要山勢，也盡覽九龍峰真貌，遠眺

光明頂及飛來石。登上丹霞站，我們隨即參觀了西海大峽谷、排雲亭等景區。

晚上則下榻山上的獅子大酒店，然而黃山天氣變幻莫測，怪風、陣雨、雲海、

霧氣等行縱飄忽，第二天我們便因雨霧錯失觀看日出時機，只好為我們留下重

遊黃山的機會吧。

然而正因雨霧的關係讓團員欣賞到黃山朦朧的一面。這天早上，我們觀賞到迷

霧中的「夢筆生花」(景點位於北海散花塢內，海拔1,640米)，亦登上揚名古今

的始信峰絕景，感受置身美國科幻電影《阿凡達》中浮岩滿山的哈里路亞山，

濃霧下的始信峰仿如被浮山包圍，證明明朝旅行家徐霞客之說：「登黃山天下

無山，觀止矣」，所言非虛。而迷霧時而被風吹散，奇峰加上雲霧絕景，讓團

員們驚嘆不已，連忙拍下難忘的一刻。回程時，我們乘坐始信索道下山，巧遇

黃山四絕之一的雲海，更為是次黃山之旅增添美好的回憶。

遊覽「徽」文化發祥地	

黃山行程後，訪問團前往黟縣遊覽世界文化遺產西遞、宏村等皖南古村，並到歙

縣參觀棠樾牌城群、唐模古村落、屯溪老街等，感受源遠流長的徽文化與歷史。

於黃山市訪問期間，我們十分高興獲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趙湘冰先生，市政

協副主席項金如先生及陳錦錦女士接見及宴請。趙湘冰部長更親自帶領訪問團

夜遊屯溪老街，讓我們有機會探訪歙硯大師三百硯齋主人周小林先生，認識及

欣賞中國四大名硯之一─歙硯，亦見識到他精湛創作、雕

琢精細的歙硯作品，讓訪問團大開眼界。周老師盛情

款待，耐心介紹歙硯傳統藝術的精髓，其對藝術境

界鍥而不捨的追求，讓人由衷敬佩。

是次訪問團團長胡曉明會長衷心感謝安徽省各界

的熱情招待，讓是次訪問團非常成功，團員都親

身體會到安徽省發展的潛力非凡，希望日後加強本

會與安徽省的交流，建立友好的合作關係。

左起：容永祺創會會長、香港電台署理廣播署長
梁松泰先生、胡曉明會長及星島雜誌集團行政總
裁黎廷瑤先生

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書記孫金龍先生(右)
親自接見訪問團，與胡曉明會長(左)交流。

感

為

訪問團團員登上
黃山「始信峰」

2011
May
8-12

當晚理事攜眷出席晚宴

左起：范耀鈞理事、容永祺創會會長、香
港商業電台策劃總監黃永先生、胡曉明會
長、陳建強副會長及香港商報執行總編輯
陳南先生

安徽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張寶順先生(右七)，省委副書記、省政協主席王明方
先生(右五)，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省委秘書長詹夏來先生(右四)，省政協黨組副書記
鄭牧民先生(右二)等親自接見及訪問團；胡曉明會長 (右八)及團員。旁為中聯辦教科部
部長潘永華教授(左六)、香港政府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主任譚惠儀女士(左七)、容永祺
創會會長 (右六)。

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長花建慧女士(前排左九)等領導
與安徽省訪問團團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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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友好及會員的鼎力支持下，本會會員人數已逾六百，而今年第二季共有16位來自不同行業的專業及資

深行政人員獲理事會通過成為會員。本會歡迎以下之新會員，同時衷心感謝各位會員熱心推薦新會員加入。

姓名 公司 職務 公職	/	專業	/	社會服務

1 陳錦萍女士 世邦魏理仕有限公司 董事 香港測量師學會產業測量組委員

2 陳建源先生 環球資源 副出版人 湘港青年交流促進會副秘書長

3 陳幼仙女士 ATRE HK LTD 董事總經理 西九龍護青委員會會長

4 鄭中正先生 HLB國衛會計師事務所 總執行合夥人 香港會計師公會理事

5 鄭發丁先生 加多利會計師事務所 董事總經理 城賢匯創會會員

6 郭婉琳律師 郭匡義律師行 律師 香港宣明會青年大使(1988)

7 劉冠業先生 美國如新企業香港分公司 營業發展部總監 香港西九龍獅子會會長

8 劉瑛琳女士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董事 廣州巿政協第十屆港澳區特約委員(2005-2008)

9 李舜明女士 電訊盈科 營銷主管、商業客戶業務 香港女工商及專業人員聯會執行委員會委員

10 梁穎怡女士 香港城市大學 協理副校長 (發展) 

11 羅靜女士 承興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總經理 香港總商會會員

12 駱永基先生 科傳系統有限公司 首席顧問 香港軟件行業協會副會長(信息安全)兼司庫

13 陸華先生 美國如新企業集團 大中華區域年會執行總監 如新中華兒童心臟病基金理事

14 王幹文先生 富財資本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

15 嚴志明先生 美國如新企業香港分公司 科譽(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工業總會第十八分組副主席

16 嚴玉麟先生,	JP 時捷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香港工業專業評審局執委會委員

歡迎新會員

編 後 語

本通訊由撰稿、編輯、排版以至付梓皆

力臻完善，惟仍難免有所誤漏及不盡人

意之處，尚祈各界先進不吝指正，令本

通訊不斷進步。

編 輯 委 員 會

主席： 曾其鞏

委員： 陳紹雄 黃偉雄

 伍山河 林國興

 劉勵超 潘國城

 楊位醒

在

協助上海進行CEPA調查研究

接待上海海外聯誼會訪問團

2011
May
19

海巿委統戰部聯絡處處長李群策先生聯同上海市商務委員會外資促

進處(台港澳商務處)處長田忠法先生、上海巿委統戰部聯絡處副處

長施昕先生、滬港經濟發展協會經濟顧問胡偉平先生及邵翊政先生，於5

月19日(星期四)到訪本會秘書處，就CEPA於上海完善等事宜與本會展開交

流，涉及範疇廣泛，包括投資、貿易、法律、會計、測量、醫療發展等。

胡曉明會長、容永祺創會會長、謝偉銓常務副會長、李鏡波副會長、何君

堯理事、鄺國威會員、義務核數師郭志成先生均有出席。胡曉明會長表示

CPEA實施多年來，為香港專業人士提供更多發展空間，本會非常樂意與上

海合作，落實CEPA的政策和措施。

海巿委常委、上海海外聯誼會會長楊

曉渡先生於6月7 日率領上海各區縣海

外聯誼會會長一行25人訪問本會，展開深入

交流。楊曉渡先生讚揚本會於香港具有廣泛的

影響力，期望雙方加強合作及交流，尤其目前

為十二五規劃推行的關鍵時刻，更需要互相合

作，為兩地發展作出貢獻。

胡會長於會上介紹本會背景、未來計劃等，亦

提到本會必定與上海保持緊密溝通及推動合

作，為國家經濟發展盡力。

出席會面的會員與來賓合照

前排左起：謝偉銓常務副會長、胡曉明會長、上海市商務委員會外資促進處 
(台港澳商務處)處長田忠法先生、上海巿委統戰部聯絡處副處長
施昕先生

後排左起：鄺國威會員、郭志成義務核數師、李鏡波副會長、何君堯理事、
港經濟發展協會經濟顧問胡偉平先生及邵翊政先生

上

上

2011
Jun

7

上海海外聯誼會：
楊曉渡 上海巿委常委、
 上海海外聯誼會會長
丁志堅 上海海外聯誼會副會長
胡偉平 上海海外聯誼會副總幹事
施昕 上海海外聯誼會副總幹事
奕旭琛 上海海外聯誼會幹事
邵翊政 上海海外聯誼會幹事

訪問團名單

區縣海外聯誼會：
劉春景 長安海外聯誼會會長
夏斯德 普陀海外聯誼會會長
石寶珍 閘北海外聯誼會會長
陳理春 虹口海外聯誼會會長
張慧珠 楊浦海外聯誼會會長
王雅萍 黃浦海外聯誼會會長
張浩亮 盧灣海外聯誼會會長
李關德 靜安海外聯誼會會長
李夢麟 閔行海外聯誼會會長
周德勛 寶山海外聯誼會會長

張敏 嘉定海外聯誼會會長
劉其龍 金山海外聯誼會會長
房劍森 松江海外聯誼會會長
陸建銘 青浦海外聯誼會會長
程雲華 奉賢海外聯誼會會長
王為群 崇明海外聯誼會會長
張杰 浦東新區海外聯誼會副會長
王家駿 徐匯區海外聯誼會副會長
曹山虎 中聯辦協調部副處長

胡曉明會長
謝偉銓常務副會長
羅范椒芬副會長
陳重義理事

本會出席名單

馮柏棟理事
李樂詩理事
梁家棟理事
施家殷理事

吳德龍理事
楊位醒理事
陳勤業會員
鍾瑤健會員

管胡金愛會員
林宣亮會員
吳沚慧會員
楊德會員

胡曉明會長接受上海海外聯誼會楊曉渡會長送贈之
紀念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