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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何立基
太平紳士

新年寄語
2019是風雲多變的一年。本港航運物流業在內外不利因
素的衝擊下，表現並不理想。全球經濟增長乏力，而美國政
策調整，導致全球貿易萎縮，中美磨察升温，亦加快華南製
造業往外轉移，本港航運物流業自然大受影響。
過往超過半年的暴亂的影響亦陸續浮現。對香港來說，
最重要的是要保持香港商業樞紐的地位。我們要海外商人及
企業繼績來港，繼續在香港做生意，那我們的商貿物流業務
便可保住了。
要穩定的營商環境，要穩定的社會，首要止亂制暴。社
會動盪，那會有經濟民生發展！新的一年，綜合各方評估，
社會暴亂、攬炒仍然會存在，香港總體經濟下滑勢必無可避
免，我們應有心理準備，為免香港明珠失色，我們要明辯是
非，對歪理說不。在日常經濟及生活上，我們要堅持如常工
作和生活，別氣餒，這是我們對生活負責任的態度。我們更
要團結一心，反對破壞法治、破壞社會的行為，以正面積極
的態度建設香港。
協會新一屆理事同仁，將繼續努力，加強團結會員及業
界朋友，在香港現刻的困難時期，齊力合力，做好本份，共
渡難關！亦請各位會員，一如既往，支持協會日後工作，令
協會有更大發展，更有實力和活力，在維護及發展香港物流
支柱行業中，發揮更大能量，使香港回復光彩！香港底子很
厚，香港人的堅靭亦是我們可以信賴的。我們一起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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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週年會員大會
本會 2019 年度會員大會在 6 月 22
日召開；當天出席會議有表決權的
會員 36 人：收到有效授權書 37 份。
會議開始時由理事長何立基先生作
「2018 年度至 2019 年度會務工作
報告」詳述了協會過去一年的工作
及會務發展情況；理事長亦徵詢及聽取出席會員對協會工作的意見，
供協會日後制定發展情況和鞏固計畫時作參考，審議及表決本年度會
務報告，提議：張峰銘，和議：黃祖河；司庫張佩貞小姐作「2018
至 2019 年度的財務報告」隨後與會員就會務工作報告和財務報告進
行表決，並獲一致通過。
何立基、潘煥珍、黃祖河、張峰銘、温俊瑋、梁綉雯、蘇智遠
余芷頴、陳淑冰、佘照基、岑君毅、馮家均、張迅文、吳矢勤
李永政、胡家信、黎偉濂、楊子鴻、譚志俠、袁尚文、葉偉豪
2019 年度會員大會完滿成功選出 21 人擔任新一屆理事會成員。

第十六屆（2019年-2022年）理事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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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瑞儀 律師︱義務法律顧問

恭賀理事長何立基太平紳
士榮獲香港特區政府頒發
榮譽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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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2019年 6月 24日，第十六屆第一次理
事會會議 , 理事層進行互選後，協會順利
選出第十六屆各位理事職銜。及於 2019年
7月 6日舉行物管協成立三十三週年會慶暨
第十六屆理事就職典禮。

曾超銘 船長︱義務核數員

余錦強 船長︱義務顧問

-2-

陳耀強 先生 MH ︱義務顧問

石九希望小學
希望小學屹石九 土沃苗壯育棟樑
協會探訪團金秋再訪石九希望小學
金秋十月，祖國國慶七十慶典剛過，協會組成
探訪團一行十一人，由理事長親率，於九龍西乘
高鐵前往潮汕，再次到豐順探訪芳齡十六的石九
希望小學。
2003年，協會支持國家希望工程教育公益事業，
經多方籌集善款，熱心籌劃並在粵西豐順縣改建了
石九希望小學，十多年來一直關心學校師資素質
提升、教學秩序暢順和學校設施完善。彈指一揮，
十六芳齡的石九希望小學正茁壯成長。在當地政
府和教育部門關懷下，小學已成為當地初級教育
主要基地之一，為粵西山區教育事業作出了積極
貢獻。
香港物流管理人員協會石九希望小學地處豐
順縣𨻧隍鎮，附近兩個自然村人口兩千多人。自
2003年建校以來，小學已先後招收村民子弟逾
五百名。同學們每天步行回校，少則三四公里，
多則七八公里。近年，農村經濟發展，扶貧見效，
有同學已經可乘搭摩托返校。據悉，大多數同學小
學畢業後，都能升讀當地中學，更有三十多名同
學中學畢業後通過高考，就讀廣東省內幾家大學，
正式接受高教育。石九桃李，令人鼓舞。
雖說時已深秋，可小學四周山戀依然碧綠。艷
陽高照下，但見校園一派節日氣氛，學校大門外
和教學大樓彩旗飄飄，懸掛著歡迎標語，同學們
早早聚集在高台通道上，和校長及教職員工一道，
滿腔熱情夾道迎接遠方來客。

辦了歡迎和表彰優秀大會。
大會在高唱國歌之中開始，新任校長範廣東致
熱情洋溢的歡迎辭，協會何立基理事長致勉辭，
並感謝師生們熱情歡迎接待。
隨後，協會理事分別向不同年級的優秀學生頒
發了嘉許狀和獎金，向辛勤耕耘的教職員工頒發
了表揚狀，最後，何立基理事長更向艱辛主政希
望小學近八年的藍雲彬卸任校長，頒發了 “作育
英才，桃李滿園”的紀念牌，感謝藍校長對希望
小學的奉獻，祝賀他榮陞高就。
夕陽西下時，探訪團一行依依不捨登上返程中
巴，與學校師生一同熱情揮手告別，並期待來年
再聚。有道：

韓江水靜山為岸，宋帝萬江廟𨻧隍；
望小學屹石九，土沃苗壯育棟樑！
(張立倫報導 )

進入校園，四層高的教學樓傲然屹立，各課室
整潔清爽，校園內秩序井然，同學們禮貌待客，
希望小學面貌令人由衷高興。
因行程原因已過飯點，校方熱情為探訪團在學
校飯堂安排了豐盛午餐。到下午三點半，聯合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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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會刊

會務活動回顧

參加及組辦行業會議與參觀
響分享茶聚

明日大嶼．對未來物流影
▲
葵涌貨櫃碼頭參觀集
裝箱船

▲

海員物流系統活動深圳
▲
順豐大型樞紐實地拜訪
一天團

▲ IFSPA Conference Industrial Session

物管協、中國太平保險 ( 香港 ) 有限公司與香港理工大學董浩雲國際海事研究中心合辦 MARINE INSURANCE WORKSHOPS

▲

▲ 香港物流行業在大灣區的角色與機遇 ▲ Asian Logistics and Maritime ▲ 海員物流系統人生理財心得分享會
及 2021 年空運保安新制度分享茶聚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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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及開展一帶一路研討

▲ 2019 Belt & Road Summit (HKTDC)

▲ 物管協、香港海員工會及理工大學董浩雲國際海事研究中心
合辦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Forum 一帶一路策思工作
坊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Forum 一帶一路策思工作坊

慶祝祖國成立 70 週年與航運界海員工會系統合辦酒會及聯歡聚餐

▲ 雅妍社三八婦女節聚餐

▲ 雅妍社訪仁濟送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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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妍社聖誕 Party

▲

新春台山二天遊．物管協新春台
山「頤和溫泉渡假村」2 天遊

海關 -15 屆海運貨物顧客
聯絡小組會議暨就職儀式

▲

副理事長陳
淑冰小姐接
受委任

▲

▲

▲

惠州義工培訓兩天團

蛇宴專場

▲

新春團拜

▲ 理事長何立基太平
紳士、秘書長譚志
俠先生、會務顧問
余錦強船長與運輸
及房屋局局長陳帆
局長會議於香港生
產力促進局
▲

▲ 新春聯歡會工．聯會 '' 金豬報喜賀新春聯歡會暨
義工隊伍建設動員會

慶祝 33 周年會慶晚宴及一天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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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五一大遊行

2019 香港海運週

攝影比賽

冠冠
軍軍
金光护航
West Xiao Ying
物流之光
Mong Yuet Mui

亞軍

2019 香港海運週攝影比賽
季軍

璀璨航行
Chan Sui Lan

勇往直前 【優異獎】
Au Ying Lun

貨如輪轉 【優異獎】
Lee Ka Ho

1. 比賽題材：以鏡頭記錄香港航運、物流
的感受或人與物。
2. 參賽資格：賽事不設分組，年齡不限，
愛好攝影的人士均歡迎參加。
3. 截止投稿日期：2019 年 11 月 8 日
23:59:00
評審日期：2019 年 11 月 13 日
公佈日期：2019 年 11 月 18 日
頒獎日期：大會另行通知得獎者
4. 投稿方法及相片要求：
i) 每人最多投交 5 張照片，電郵至
photo.hkmw@gmail.com
ii) 電郵標題註明航運週攝影比賽作品
文件檔名，請以英文姓名，電話及
相片名稱方式命名
例：ChanTaiMan98765432 貨如輪
轉.JPG
即：陳大文，電話 98765432，
相片名稱：貨如輪轉
iii) 提交的相片檔案以 JPG/JPEG 格
式儲存，每幅不少於 500KB；但
不超過 5MB。
iv) 參賽作品只接受少量調整光暗，對
比度，色彩飽和度及相片裁剪，其
他數位俢圖手段，包括電腦合成或
清減圖上任何物件均不為接妠。
v) 主辦單位不接受含有任何浮水印、
簽名、文字或符號等的參賽作品。
vi) 作品必須屬參賽者本人的原創作
品。

奬項：
冠、亞、秀軍，另設優異奬三名
（以上奬項不能重複得奬）

冠軍：銀行禮券 3,000 元及奬狀
亞軍：銀行禮券 2,000 元及奬狀
秀軍：銀行禮券 1,000 元及奬狀
優異奬三名：銀行禮券 500 元及
奬狀

評審嘉賓：香港
航運及物流界資
深攝影家及知名
人士
主辦單位：
香港物流管理人員協會

好壞天氣 【優異獎】
Chu Hoi Cheung

註：主辦單位將擁有參賽作品之永久
使用權。所有參賽作品有機會在海運
週網站或海運週內不同場合及香港物
流管理人員協會的網站及活動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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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活動預告

(1)

1月7日

"~ 物管協 分享 • 茶聚 "

(8)

3月6日

~ 雅妍社 _ 三八婦女節聚餐

(2)

1月8日及17日

~ 物管協 _ 蛇宴

(9)

5月

~ 物管協 _ 擴大會議

"~ 物管協、香港海員工會及理工大學董浩
雲 國 際 海 事 研 究 中 心 合 辦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Forum 一帶一路策思工作坊 "

(3)

(4)

1月至12月

(5)

(10)
(11)

~ 物管協 _ 會員大會

6月

~ 海員日 _ 三人籃球挑戰賽

~ 逢星期三中午發展會員茶聚

(12) 7月

~ 物管協 _ 會慶

"~ 物管協、中國太平保險 ( 香港 ) 有限公司
與理工大學董浩雲國際海事研究中心合辦
MARINE INSURANCE WORKSHOPS"

(13) 8月

~ 物管協 _ 慶祝 71 周年國慶聯歡一天遊

(14)

~ 雅妍社 _ 探訪仁濟復康中心 ~ 中秋送溫暖

~ 物管協 _ 新春團拜

(6)

2月8日
(正月十五日)

(7)

2月22日至23日 ~ 物管協 _2020 新春行大運 ~ 中山兩天遊

(15)

9月

~ 香港航運界慶祝 71 周年國慶酒會

(16) 11月

~ 香港海運週活動

(17) 12月

~ 雅妍社 _ 聖誕 Party

香港物流管理人員協會
創會會長

謝成榮先生
致意

致意

溫馨提示
來年度 2020 年新開始，祝大家身體健康！
工作愉快！為使本會操作流暢，實有賴
各會員多年來的支持！
2020 的會費可開始繳交了，
感謝各會員繼續大力支持！
繳費辦法如下：
(1)

支票抬頭請寫〝HONG KONG
LOGISTICS MANAGEMENT STAFF
ASSOCIATION〞以郵寄方式遞交至
本會會址。

(2)

以過戶的方式存入以下任何一間銀行
香港匯豐銀行：001-4-226195
中國銀行：012-881-10261709
入賬後，請將存款單寫上姓名傳真至
2770 7134 或 電郵至
info@hklmsa.org.hk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