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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丹丹：成績有目共睹
由該會主席陳經緯授權，本次周年會員大會由陳丹

丹擔任會議主席，她代表陳經緯主席對大家百忙中出
席是次會員大會表示感謝。她表示，2020年度在各位
會長及會員的大力支持下，該會在服務會員企業業務
拓展、開拓內地企業跨境投融資及扶持港澳台青年在
內地創新發展「紫荊谷」項目、關愛弱勢社群的「陽
光天使義工團」慈善項目、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及「一

帶一路」建設，反黑暴、反港獨及抗疫救災等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績有目共睹，受到相關部門和合
作機構的肯定。她表示，新一屆的董理事會人才濟
濟，老一輩德高望重，新成員年輕、高學歷，來自本
港，內地，澳門，也有星馬泰及美加澳洲的華商僑
領，更有代表性。希望各位會員繼續支持配合，發展
會務，服務國家，繁榮香港，惠及全球。

該會秘書長林楓林主持會議，通報商會上年度會務

工作報告，包括加強商會自身建設；支持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支持國安法制定實施，支持完善選舉制度，
愛國者治港；配合國家發展戰略，參與「一帶一路」
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齊心抗疫，履行企業的社
會責任；熱心社會公益，關心弱勢社群；繼續辦好紫
荊谷項目，推動青年人創新創業；搭建交流平台，服
務會員所需，促進與各界的緊密聯繫；多項活動賀建
黨百年慶香港回歸。

【香港商報訊】記者傅之忺報道：福榮堂日前舉行
「迎國慶·賀回歸百萬珍品大抽獎」典禮，33位幸運兒
從逾千參與者中脫穎而出。該活動推廣期從7月1日開
始至9月29日結束。獎項共分十個等級，獎品價值達
百萬元，包括沉香飾品、翡翠、香爐等。呂欣榮獲頭
獎，獎品為「『神舟一號』艙載珍品·航紀念郵票」，
市場價達50萬港元。

周樹堂：神舟飛船圓中國人航天夢
福榮堂董事長周樹堂係該郵票先前收藏者，他向記

者講述自己與中國航天事業的不解之緣：「30 多年
前，我了解到內地的航天事業剛剛起步，由於外國的
技術封鎖，導致研究進展非常艱難，因此對『神舟一
號』工程進行了資助。」

發起「助力航天大聯盟」
「神舟一號」雖然發射成功，但周樹堂對中國航天

事業的關注沒有停止。他注意到，參與航天研發的科
研人員，其薪金待遇遠不及人們所想那般富裕。於是
他將自己贊助神舟所得的紀念品，全部捐贈給中國航
天基金會，並在港成立「助力航天大聯盟」，支持中
國航天的科學家們。周樹堂感慨地說：「相比那些背
後默默無聞、甘於奉獻的科學家們，我作的貢獻實在
微不足道。我們每一個中國人能獲得當今來之不易的
生活，都應該對他們表示感謝。」

【香港商報訊】記者呂明霞報道：香
港汕頭商會日前於會所舉行慶祝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72周年國慶酒會暨《習近
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贈書活動，
在舉國歡慶的好日子中拾起書本學習理
念，意義非凡。該會會長王文漢，永遠
榮譽主席高佩璇、馬介欽，永遠榮譽會
長葉振南、林鎮洪，永遠名譽會長林雪
英等參與活動，數百位會員一同慶祝，
並準備了合唱歌曲和潮汕特色表演，會
場歡笑聲陣陣。

王文漢：獲贈總書記書百本
王文漢講到，新中國成立72年來，從

一窮二白，走到世界的舞台中心。今
年，國家在載人航天探月工程、脫貧攻堅、體育運
動、疫情防控等領域取得世界矚目的成就。在國家高
速發展的過程中，香港既是貢獻者也是受惠者，香港
只要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就可以享有無限機遇。

此次贈書活動由愛國愛港聯合會、世界華人協會、
中華洪濟會總會及華夏文化科技集團聯合主辦。王文
漢在贈書儀式上稱，《習近平談治國理政》是黨的十
九大以來，記錄習近平總書記領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
攻堅克難、砥礪前行偉大實踐的最新教材，是黨不忘
初心、牢記使命、團結帶領人民創造更加幸福美好生

活的最新教材。今獲贈書百本，使會員有機會閱讀習
主席的宏大治國理念。該會將為香港與內地的繁榮穩
定而努力，團結凝聚社會各界，為國、為港及家鄉貢
獻力量。

高佩璇、馬介欽等均表示，在港潮汕鄉親在各行各
業都有建樹，希望大家不忘初心，發揚潮汕傳統文化
學習潮語的同時，講好普通話，為國家、香港的建設
貢獻力量。據悉，該會常務副會長陳燦標、李志強、
吳漢忠、孫淑強、鄭民昌、周駿達、姚韋霆，副會長
王漢興、莊紹銘、鄭優美、陳德晉等亦出席活動。

【香港商報訊】記者傅之忺報道：旺角街坊會日前
假佐敦龍堡國際賓館隆重舉行「慶祝國慶七十二周
年·旺角街坊會成立七十周年·第二十六屆監理事就職
典禮」。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中聯辦九龍工作部
副部長王小靈、油尖旺民政事務專員余健強、社會福
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專員張織雯、旺角警區指
揮官吳志忠等應邀主禮。梁華勝連任理事會主席，他
強調會繼續與坊眾共建和諧社區，為香港長治久安和
繁榮穩定貢獻力量。

徐英偉：多元化服務滿足街坊需求
徐英偉致辭時肯定了旺角坊會對社區所做的多年貢

獻。他表示，旺角坊會不僅在本地的社區上對民眾助
力良多，在內地賑災捐款、防疫抗疫、配合政府施政
等方面亦有貢獻，是政府與市民之間的重要橋樑。他
期待疫情穩定後，坊會能舉辦更多活動，活絡社區氛
圍，並希望共同開創香港美好的未來。

梁華勝：共建關懷公義社區
梁華勝致辭時表示，該會成立70年以來，一直致力

地區服務，是市民與政府信賴的合作平台。但凡有嚴
重事故，坊會都走在最前線，向弱勢群體施以援手。
坊會亦支持政府依法施政、維護「一國兩制」、落實
「愛國者治港」等措施。他呼籲在場長者及早接種疫
苗，增加香港整體防疫能力。

梁華勝接受記者訪問時指，自己接觸地區事務已30
多年，也是在坊會工作的第七屆，未計算過還要做多
久，只想做到不能做為止。「地區服務總是讓我工作
時充滿動力，這些年地區落成不少新大廈，帶來新鮮
變化，但街坊之間的感情沒有變。」梁華勝說。

在一眾主禮嘉賓的見證下，梁華勝與新屆監理事成
員宣誓就職，並向該會永遠榮譽會長陳全亦、副主席
郭永昌分別頒發「服務社區70年/50年」感謝狀。出
席者還一同合唱《獅子山下》、《歌唱祖國》等經典
曲目，氣氛熱烈。

中國商會中國商會辦年度會員大會

香港汕頭商會首長與會員一起揮舞國旗，歡笑聲陣陣。

汕頭商會賀國慶獲贈書汕頭商會賀國慶獲贈書 旺角坊會新屆監理事就職

福榮堂賀國慶大抽獎

【香港商報訊】香港中國商會日
前舉行2021年度周年會員大會，
商會榮譽會長林廣兆，常務副會長
陳丹丹、陳亨利，副會長林鎮洪、
普慧艷、謝喜武，多位會員及會員
代表出席。該會義務法律顧問周卓
如律師之代表郭振強以及核數師麥
宜全全程見證本次會員大會。

徐英偉(左)向梁華勝頒發委任書。

香港中國商會日前舉行2021年度周年會員大會。陳丹丹：成績有目共睹
由該會主席陳經緯授權，本次周年會員大會由陳丹

丹擔任會議主席，她代表陳經緯主席對大家百忙中出
席是次會員大會表示感謝。她表示，2020年度在各位
會長及會員的大力支持下，該會在服務會員企業業務
拓展、開拓內地企業跨境投融資及扶持港澳台青年在
內地創新發展「紫荊谷」項目、關愛弱勢社群的「陽
光天使義工團」慈善項目、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及「一

帶一路」建設，反黑暴、反港獨及抗疫救災等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績有目共睹，受到相關部門和合
作機構的肯定。她表示，新一屆的董理事會人才濟
濟，老一輩德高望重，新成員年輕、高學歷，來自本
港，內地，澳門，也有星馬泰及美加澳洲的華商僑
領，更有代表性。希望各位會員繼續支持配合，發展
會務，服務國家，繁榮香港，惠及全球。

該會秘書長林楓林主持會議，通報商會上年度會務

工作報告，包括加強商會自身建設；支持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支持國安法制定實施，支持完善選舉制度，
愛國者治港；配合國家發展戰略，參與「一帶一路」
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齊心抗疫，履行企業的社
會責任；熱心社會公益，關心弱勢社群；繼續辦好紫
荊谷項目，推動青年人創新創業；搭建交流平台，服
務會員所需，促進與各界的緊密聯繫；多項活動賀建
黨百年慶香港回歸。

【香港商報訊】記者傅之忺報道：福榮堂日前舉行
「迎國慶·賀回歸百萬珍品大抽獎」典禮，33位幸運兒
從逾千參與者中脫穎而出。該活動推廣期從7月1日開
始至9月29日結束。獎項共分十個等級，獎品價值達
百萬元，包括沉香飾品、翡翠、香爐等。呂欣榮獲頭
獎，獎品為「『神舟一號』艙載珍品·航紀念郵票」，
市場價達50萬港元。

周樹堂：神舟飛船圓中國人航天夢
福榮堂董事長周樹堂係該郵票先前收藏者，他向記

者講述自己與中國航天事業的不解之緣：「30 多年
前，我了解到內地的航天事業剛剛起步，由於外國的
技術封鎖，導致研究進展非常艱難，因此對『神舟一
號』工程進行了資助。」

發起「助力航天大聯盟」
「神舟一號」雖然發射成功，但周樹堂對中國航天

事業的關注沒有停止。他注意到，參與航天研發的科
研人員，其薪金待遇遠不及人們所想那般富裕。於是
他將自己贊助神舟所得的紀念品，全部捐贈給中國航
天基金會，並在港成立「助力航天大聯盟」，支持中
國航天的科學家們。周樹堂感慨地說：「相比那些背
後默默無聞、甘於奉獻的科學家們，我作的貢獻實在
微不足道。我們每一個中國人能獲得當今來之不易的
生活，都應該對他們表示感謝。」

【香港商報訊】記者呂明霞報道：香
港汕頭商會日前於會所舉行慶祝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72周年國慶酒會暨《習近
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贈書活動，
在舉國歡慶的好日子中拾起書本學習理
念，意義非凡。該會會長王文漢，永遠
榮譽主席高佩璇、馬介欽，永遠榮譽會
長葉振南、林鎮洪，永遠名譽會長林雪
英等參與活動，數百位會員一同慶祝，
並準備了合唱歌曲和潮汕特色表演，會
場歡笑聲陣陣。

王文漢：獲贈總書記書百本
王文漢講到，新中國成立72年來，從

一窮二白，走到世界的舞台中心。今
年，國家在載人航天探月工程、脫貧攻堅、體育運
動、疫情防控等領域取得世界矚目的成就。在國家高
速發展的過程中，香港既是貢獻者也是受惠者，香港
只要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就可以享有無限機遇。

此次贈書活動由愛國愛港聯合會、世界華人協會、
中華洪濟會總會及華夏文化科技集團聯合主辦。王文
漢在贈書儀式上稱，《習近平談治國理政》是黨的十
九大以來，記錄習近平總書記領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
攻堅克難、砥礪前行偉大實踐的最新教材，是黨不忘
初心、牢記使命、團結帶領人民創造更加幸福美好生

活的最新教材。今獲贈書百本，使會員有機會閱讀習
主席的宏大治國理念。該會將為香港與內地的繁榮穩
定而努力，團結凝聚社會各界，為國、為港及家鄉貢
獻力量。

高佩璇、馬介欽等均表示，在港潮汕鄉親在各行各
業都有建樹，希望大家不忘初心，發揚潮汕傳統文化
學習潮語的同時，講好普通話，為國家、香港的建設
貢獻力量。據悉，該會常務副會長陳燦標、李志強、
吳漢忠、孫淑強、鄭民昌、周駿達、姚韋霆，副會長
王漢興、莊紹銘、鄭優美、陳德晉等亦出席活動。

【香港商報訊】記者傅之忺報道：旺角街坊會日前
假佐敦龍堡國際賓館隆重舉行「慶祝國慶七十二周
年·旺角街坊會成立七十周年·第二十六屆監理事就職
典禮」。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中聯辦九龍工作部
副部長王小靈、油尖旺民政事務專員余健強、社會福
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專員張織雯、旺角警區指
揮官吳志忠等應邀主禮。梁華勝連任理事會主席，他
強調會繼續與坊眾共建和諧社區，為香港長治久安和
繁榮穩定貢獻力量。

徐英偉：多元化服務滿足街坊需求
徐英偉致辭時肯定了旺角坊會對社區所做的多年貢

獻。他表示，旺角坊會不僅在本地的社區上對民眾助
力良多，在內地賑災捐款、防疫抗疫、配合政府施政
等方面亦有貢獻，是政府與市民之間的重要橋樑。他
期待疫情穩定後，坊會能舉辦更多活動，活絡社區氛
圍，並希望共同開創香港美好的未來。

梁華勝：共建關懷公義社區
梁華勝致辭時表示，該會成立70年以來，一直致力

地區服務，是市民與政府信賴的合作平台。但凡有嚴
重事故，坊會都走在最前線，向弱勢群體施以援手。
坊會亦支持政府依法施政、維護「一國兩制」、落實
「愛國者治港」等措施。他呼籲在場長者及早接種疫
苗，增加香港整體防疫能力。

梁華勝接受記者訪問時指，自己接觸地區事務已30
多年，也是在坊會工作的第七屆，未計算過還要做多
久，只想做到不能做為止。「地區服務總是讓我工作
時充滿動力，這些年地區落成不少新大廈，帶來新鮮
變化，但街坊之間的感情沒有變。」梁華勝說。

在一眾主禮嘉賓的見證下，梁華勝與新屆監理事成
員宣誓就職，並向該會永遠榮譽會長陳全亦、副主席
郭永昌分別頒發「服務社區70年/50年」感謝狀。出
席者還一同合唱《獅子山下》、《歌唱祖國》等經典
曲目，氣氛熱烈。

中國商會中國商會辦年度會員大會

香港汕頭商會首長與會員一起揮舞國旗，歡笑聲陣陣。

汕頭商會賀國慶獲贈書汕頭商會賀國慶獲贈書 旺角坊會新屆監理事就職

福榮堂賀國慶大抽獎

【香港商報訊】香港中國商會日
前舉行2021年度周年會員大會，
商會榮譽會長林廣兆，常務副會長
陳丹丹、陳亨利，副會長林鎮洪、
普慧艷、謝喜武，多位會員及會員
代表出席。該會義務法律顧問周卓
如律師之代表郭振強以及核數師麥
宜全全程見證本次會員大會。

徐英偉(左)向梁華勝頒發委任書。

香港中國商會日前舉行2021年度周年會員大會。

【香港商報訊】菲律賓達沃市政府上周六晚發布
通告稱，總統杜特爾特之女、達沃市市長薩拉確診
新冠病毒，症狀輕微，目前正接受隔離治療。

據中新社報道，薩拉現年43歲，在2022年菲律賓
總統潛在候選人民調中始終領先。根據菲國內較有
影響力的民調機構 「亞洲脈搏」最新數據顯示，從
2021年1月以來，薩拉一直是菲律賓最受歡迎的政
客，其支持率達20%，緊隨其後的才是前總統馬可
斯之子小馬可斯及拳王帕奎奧等人。

菲律賓定於2022年5月舉行全國和地方選舉，選
出新一屆總統、副總統、國會議員、地方行政長官
及議員等。按菲律賓選舉委員會規定，允許各政黨
在11月15日前更換總統候選人。杜特爾特2016年勝
出大選成為總統前也沒有在參選期限前報名，而是
後來才取代原候選人迪諾加入戰局。外界懷疑執政
黨是否想再次上演當年的戲碼。

9月初，薩拉表示不會參與2022年總統競選，理
由是她已與父親達成一致，其家族中只有一人可競
選總統或副總統。杜特爾特 10 月2 日宣布退出 2022
年副總統競選，並表示將在任期結束後 「退出政
壇」。薩拉隨後遞交了競選連任達沃市長候選人資格
證書。這是她第三次競選該職位，也是法律允許的最
後一次。薩拉上周六還表示，很榮幸得到許多菲律賓
同胞的信任和尊重， 「我呼籲大家共同努力，在2022
年5月舉行一次誠實、有序和可信的選舉。」

兩大支柱打擊避稅港
據新華社昨日報道，OECD此次推出的方案是重新

分配跨國企業利潤徵稅權和設立全球有效最低稅率的
雙支柱包容性框架，以打擊避稅港，應對經濟數碼化
帶來的稅收挑戰，這被視為一個世紀以來最大企業稅
改革。該組織說，這一方案的支柱一將確保規模最
大、利潤最豐厚的跨國企業利潤和徵稅權在各國之間
更公平地分配。新規則要求跨國企業在其經營活動所
在國納稅，而不僅僅是在其總部所在地。支柱二是將
全球最低企業稅率設為15%。從2023年起，年收入超
過7.5億歐元（約67億港元）的公司都將適用這一稅
率。

OECD表示，該方案實施後，超過1250億美元來自
全球約100家大型跨國企業的利潤將被重新分配給各
國。

對小型經濟體影響較大

分析人士指，實施全球最低企業稅率規則後，跨國
企業將其利潤轉移到低稅區或 「避稅天堂」的動力將
會明顯下降。

英國牛津大學研究稅收的教授德弗羅曾測算，《財
富》世界 500 強企業中有 78 家會受到支柱一規則影
響，其中美、歐企業各37家。法國國際關係與戰略研
究所研究員布爾若表示，在一個國家產生營業額後開
始對利潤徵稅，以及最低15%的企業稅都將促使大型
跨國企業重新定向它們的投資。

近年來，跨國互聯網公司在全球賺取高額利潤的同
時，被指責利用現行國際稅務體系漏洞進行避稅。谷
歌、蘋果等公司於20世紀80年代末發明了一種業內
俗稱 「雙層愛爾蘭—荷蘭三明治」的避稅策略，即將
其在歐洲的部分營業收入先轉移到愛爾蘭或荷蘭等低
稅率國家的分支機構再進行納稅。長期以來，法國等
歐洲國家對互聯網巨頭利用歐盟稅法漏洞避稅心存不
滿。

布爾若認為，新稅收制度會使像愛爾蘭這樣經濟體

量相對較小的國家不能繼續以較低稅率吸引跨國企
業。愛爾蘭企業稅率為12.5%，是一些互聯網巨頭歐
洲總部所在地。愛爾蘭財政、公共支出與改革部長多
諾霍此前表示，推行國際稅改可致愛爾蘭損失20%的
跨國企業稅收。

被指對發展中國家不公
此外，有發展中國家質疑無法從協議獲更多稅收，

在 140 個參與談判的國家及地區，尼日利亞、肯尼
亞、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最終未加入協議。

一些國家和國際機構也對新方案中規定的15%最低
企業稅率表示不滿。阿根廷經濟部長古斯曼日前表
示，發展中國家被迫在 「糟糕和更糟糕的（方案）」
中選擇。國際救援組織樂施會稅收政策負責人魯伊斯
說： 「發展中國家的合理擔憂被忽視。15%稅率的提
議將使富裕國家受益並加劇不平等。」彼得森國際經
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赫夫鮑爾此前表示，設立全球最
低企業稅率剝奪了一些國家利用低稅率吸引跨國企業
投資的政策空間，特別是對於那些沒有其他手段吸引
外資的經濟體不公平，多邊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
應考慮對這些經濟體給予幫助。

《金融時報》引述消息稱，印度最後一刻才同意，
中國和巴西亦曾猶豫。中國爭取加入條款，限制最低
企業稅率對正開始國際擴張的企業帶來影響。

港府則表示歡迎協議，指成員日後以不徵稅或特低
優惠稅率等作為競爭手段的效用將會減低，相信香港
可在更公平稅務環境下鞏固競爭優勢。

【香港商報訊】奧地利總理庫爾茨由於捲入腐敗
醜聞被當局調查，於當地時間9日晚間宣布辭職；
同時，他提名現任外交部長沙倫貝格接替總理一
職。庫爾茨否認有做錯，惟稱希望讓位中止僵局和
避免混亂，確保國家穩定。

據法國廣播電台報道，庫爾茨當晚對媒體說：
「（身為總理）在一場混亂和僵局中陷入數月是不

負責任的行為。」他表示，辭職是為了國家穩定，並
駁斥對他的 「不實指控」。本周三，奧地利檢方宣布
對庫爾茨進行腐敗調查，這使庫爾茨面臨辭職壓力。
不過，庫爾茨否認指控，並稱這些都是 「捏造」的。

庫爾茨涉嫌曾使用政府資金獲取媒體正面報道。
據檢方稱，2016至2018年間，由保守黨掌控的財政
部涉嫌資助有利於庫爾茨和該黨的民意調查等。這
些民意調查部分是 「被操縱」的。庫爾茨及另外9
人涉嫌違反誠信及貪污而被調查，當局日前曾派員
搜查庫爾茨領導的執政黨奧地利人民黨辦公室等
地，使國家再次出現執政危機。

庫爾茨現年35歲，2013年成為奧地利外長，2017
年5月當選人民黨主席，同年底出任總理，成為全
球最年輕的政府首腦之一。2020年，他再次出任奧
地利總理。

國際大稅改 避稅天堂難再
港府指利港鞏固競爭優勢

【香港商報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日前在巴黎宣布：136個
國家和司法管轄區已同意進行國際稅收制度改革，將從2023年起向大型跨國
企業徵收至少15%的企業稅。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國際稅收制度改革有助於
規避大型跨國互聯網企業逃稅和避稅，但也可能影響一些發展中國家和較小
發達國家吸引外資的經濟策略，引發外資投資降低，進而影響其經濟發展。

杜特爾特長女染疫
競選菲總統呼聲高

奧地利總理庫爾茨
涉貪腐被調查辭任

OECD日前宣布逾百個國家和地區達成國際稅改協議。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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