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廣國安教育 育愛國愛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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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九龍社團聯會主辦、民政

事務局支持舉辦的「慶祝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72周年慶典暨樂響

香江音樂會」，昨晚假香港文化

中心舉行。香港中聯辦副主任何

靖，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等出席

主禮。九龍社團聯會用音樂會形

式與市民分享國慶喜悅，共同為

新中國走過的72年非凡歷程而慶

賀。

●香港文匯報記者子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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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福州十邑同鄉會
會員大會通告

敬啟者：
本會謹訂於二零二一年十月十六

日（星期六）下午五時正，於香港上
環干諾道中168-200號信德中心3樓
澳門廣場3017號舖望月軒召開會員
大會，懇請各會員屆時賁臨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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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香港科技
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2周年科技論
壇日前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辦。中國科協分
管日常工作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張玉
卓致辭時表示，中國科協把加強與香港地
區科技交流合作作為重點工作部署，期待
與香港科技界深化務實合作。香港特區政
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強調，特區政府將多
管齊下，以壯大創科爭取在新時代有新作
為，亦會繼續透過一系列措施來吸引、培
育及挽留人才，以配合國家發展大局。
是次科技論壇獲張玉卓、陳茂波預錄祝

賀，香港中聯辦教科部副部長葉水球，香
港科技界慶祝國慶籌委會主席團主席黃玉
山，執委會主席、立法會議員盧偉國任主
禮嘉賓並致辭。線上線下出席人數約200
人。

中國科協冀與港深化務實合作
張玉卓表示，期待香港加快建設國際科
技創新中心，在服務粵港澳大灣區和「一
帶一路」建設中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更
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他強調，中國科協把加強與香港地區科技
交流合作作為重點工作部署，期待與香港科
技界深化務實合作，讓科技創新更好驅動香
港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為更好踐行「一國

兩制」增添新動能、注入新動力。

4年逾1100億元挺創科
陳茂波指出，特區政府過去4年集中8個

政策支持創科發展，累計投入逾1,100億元
資金。他表示，政府會繼續透過一系列措
施來吸引、培育及挽留人才，以配合國家
發展大局。
葉水球回顧了新中國成立超過70年來的

科學發展和成就，對香港科技界提出三點
期望，把握歷史機遇，以時不我待、捨我
其誰的擔當投入香港創科事業；積極融入
大灣區發展大局，參與深港河套區科技合
作區、前海創新服務區的建設；加強團結
協作，助力科技強國。
在科技論壇上，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鍾

偉強以題為《「十四五」規劃帶來創新科
技的機遇》分享政策內容；浸大校長衞炳
江以《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大學
應該擔當的角色》為題分享，表示香港要
在創新科技上進行行業革新，首重實事求
是培養本地人才，抓好根本。
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杜祥琬院士以《實

現「雙碳」目標建設美麗中國》為題，就
院校創科氛圍、香港發展機遇和國家如何
達至碳中和的政策和配套措施等分享心
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國
慶將至，香港東方文化交流促進協
會昨日組織一天團赴沙頭角烏蛟騰
抗日英雄紀念碑進行祭祀活動，有
近50名愛國市民參與。協會主席陳
向紅表示，希望能藉是次活動向年
輕人傳揚中華文化及愛國愛港精
神。
沙頭角烏蛟騰抗日英雄紀念碑屬

於第一批國家文化遺產，協會昨日
帶同一團50人的旅行團乘坐旅遊車
到達，並在紀念碑前獻花及默哀一
分鐘。
陳向紅表示，協會剛成立不久，

但會不斷舉行與中華文化相關活動
供成員參加，希望可傳揚中華文化
及愛國愛港的精神。
協會副主席羅仲良表示，現時國

家富強，香港也回歸祖國多年，認
為香港學生應接受傳統中華文化教
育，正確了解和認識中國歷史。
帶同兩名兒子參加活動的邱女士

表示，希望可藉此教導兒子正確的
歷史知識，「現時兒子就讀的小學
有舉辦關於基本法的活動，希望他
可從小接觸並認識，成為愛國愛港
的青年。」

緬懷抗日先烈 團體向青年傳揚愛國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
港福建婦女協會日前舉行慶祝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72周年聯歡午宴，
全國政協委員、該會主席蔡黃玲
玲，全國婦聯執委、該會創會主席
陳聰聰與社會各界嘉賓、婦女姐妹
逾百人聚首一堂，歡度國慶和中秋
佳節。
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部長薛惠君、

協調部副部長張強，全國政協常
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吳
良好，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福建社
團聯會主席吳換炎，全國政協委
員、香港福建婦女協會榮譽顧問楊
志紅聯同副主席傅璘璘、李然等出
席同慶。

蔡黃玲玲：國安法實施利推良政
蔡黃玲玲致辭表示，隨着香港國

安法實施一周年，以及新選舉制度

落實「愛國者治港」，香港的政治氛
圍顯然變得風清氣正，有利推動良
政善治。
作為新一屆選委，她表示，未來

會全力以赴為香港選出賢能之士，
支持中央和特區政府施政，把握時
代脈搏，反映社會心聲，為香港創
造一個和諧穩定、繁榮昌盛的社會
而努力。

張強致辭指，福建婦女協會是一支
非常具戰鬥力的隊伍，尤其是香港國
安法實施和完善選舉制度之後，大家
精神煥發，各位姐妹在本月11日和
12日站在第一線擺街站派單張，頂着
酷暑向廣大市民宣傳新選制的意義和
目的，為香港保持繁榮穩定，落實
「愛國者治港」，開啟良政善治大時代
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福建婦協逾百姐妹賀國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今
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2周
年，香港區潮人聯會東區幹事會
昨日舉辦「慶祝國慶暨優秀義工嘉
許禮」，義工會員齊聚一堂，歡度
國慶，歌頌祖國的輝煌成就，表
達香港區潮人聯會會員對偉大祖
國的熱愛之情和真誠的祝福，同
時近90位東區優秀義工得到該會
首長及嘉賓的頒獎嘉許。
香港區潮人聯會會長胡池表

示，作為中國人，大家要為偉大
祖國繁榮昌盛而感到自豪和驕
傲；作為香港人，更要積極融入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為香港繁
榮穩定作出應有的貢獻。他讚揚
東區幹事會一直以來積極舉辦各

項活動，服務地區，增強了聯會
成員間的凝聚力，充分展現了義
工的愛國愛港情懷。
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張

國鈞與立法會議員郭偉强亦受邀
主禮，他們均指出，國家今天的
成就及人民幸福生活得來不易，
是每名中國人用艱苦奮鬥換來
的。
他們並讚揚義工有擔當，在香
港的多事之秋，依舊積極為香港
社會的穩定貢獻力量，值得每位
香港市民的感謝。
該會東區幹事會幹事長兼義工

團團長馬金美感謝一眾義工兄弟
姊妹在東區的街頭巷尾間不辭辛
勞地為地區工作付出。

近90位東區義工獲嘉許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徐莉致辭時讚揚國
家在72年來取得的巨大成果，指改

革開放四十餘年，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
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徐莉：抓「十四五」機遇
她認為國家發展始終是香港發展的最大
依託，香港要認清國家規劃要求，把握國
家「十四五」規劃所帶來的機遇，提升香
港競爭優勢，善用國家政策支持，努力開
創香港發展新未來。
她表示，九龍社團聯會作為香港基層持
份者，將謹守愛國愛港初心，通過增設
「國家安全及國民教育推廣委員會」，向
全社會系統化、常態化推廣國家安全宣傳
教育，並積極培育愛國愛港人才，為落實
「愛國者治港」作出新貢獻。
該會會長王惠貞表示，有幸見證和參與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她感到十分驕傲和自
豪。她認為，沒有國力強大的祖國，就不
會有「一國兩制」下的繁榮香港。

王惠貞：續發揮橋樑作用

王惠貞提到，聯會用音樂會形式慶祝國
慶，能夠將文化、音樂、藝術帶入社區，
聯會作為愛國愛港的中堅力量，在新時代
的機遇下，將繼續發揮橋樑作用，以自身
所長，服務國家和香港所需，成為參與地

區治理的重要力量，努力編寫香港發展新
篇章。
當晚典禮氣氛溫馨，大會向一眾授勳及

獲委任太平紳士的人士頒發紀念品以示祝
賀。音樂會亦邀請到施坦威藝術家鄭慧、

國家級演奏家許菱子、笛蕭大師張維良聯
合演出，同時亦邀請到本港多位優秀歌唱
家上台獻唱，並由國際著名指揮家葉詠媛
擔任總指揮，共同演繹動聽悅耳的歌聲及
旋律，一同分享國慶的喜悅。

●香港區潮人聯會東區幹事會昨日舉辦「慶祝國慶暨優秀義工嘉許禮」，聯會會長胡池（前排
中）發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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