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第三十八次會議記錄
日期：
時間：
地點：
出席：

二○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星期一）
下午二時至三時三十分
香港北角海關總部大樓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舉行
陳振威先生
主席(以手機 WhatsApp 進行會議)
譚錦泉先生
副主席
盧應權先生
司庫
黃大勤先生
助理司庫
蔡就生先生
秘書(會議記錄)
王清廉先生
助理秘書
顏漢發先生
康樂主任
徐威俊先生
委員
王奉歧先生
委員
黃永健先生
委員
梁亦尊先生
委員(以手機 WhatsApp 進行會議)

請假：

陳明先生

助理康樂主任

朱廣鴻先生

委員

會議事項
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委員會通過 2021 年 11 月 22 日舉行之第三十七次會議記錄。

2.

續議事項
2.1 財務報告【上次會議記錄 2.1 項】
司庫報告 2021 年 11 月份收入$1,001,499.71，支出
$1,001,208.00，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結存如下：
$617,270.16
支票戶口：
$0.00
現金：
$1,000,000.00
定期存款：
總數：
$1, 617,270.16
司庫補充 11 月份收入之$1,001,499.71 是 1 位永久會員黎
庭國(916L) $500 入會費和一百萬定期存款到期連利息
$1,000,999.71。而支出之$1,001,208.00，是$20.00 銀行戶
口郵寄月結單費用；支付 3 個花圈$1,050.00 敬輓會員蕭
炳添(641L)、會員鄺世根(290L)和會員朱東明(220L) ；聯
同 7 個海關工/協會訂購花圈 1 個敬輓因公殉職之水警總
督察林婉儀(每會分付$138)，和新做 12 個月$1,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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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司庫

定期存款。
負責人
2.2

2.3

福利探訪 【上次會議記錄 2.2 項】
11 月 29 日副主席探訪會員陳劍雄（008L）。
電話慰問 【上次會議記錄 2.3 項】
以下是致電慰問會員詳情：
致電委員
日期
慰問會員
康樂主任
12 月 14 日 葉奕忠(161L)、盧德安(806L)
另多次致電何孟謙(051L)及蒙柏
洪(097L)俱無人接聽。

福利組

福利組

2.4 香港各紀律部隊退休人員協會聯席座談會【上次會議記錄 2.4 項】
正、副主席、秘書及康樂主任將於 2022 年 1 月 5 日(星期
正副主席
三) 下午代表協會出席在九龍何文田香港政府華員會舉
秘書
行之上述第 67 次座談會，主席將在下次會議匯報有關事
康樂主任
項。

3.

2.5

委任榮休之鄧以海關長為協會永遠名譽會長【上次會議記錄 3.1 項】
主席已於 2021 年 12 月 3 日獲剛榮休之海關關長鄧以海先
生 SBS, CDSM, CMSM 口頭答允出任協會永遠名譽會長。
此項作結。

2.6

邀請新任海關關長為協會當然名譽會長 【上次會議記錄 2.6 項】
主席報告時任關長何珮珊 CMSM 已在 2021 年 11 月 19 日
回信主席應允為當然名譽會長。

新議事項
3.1 「美邦醫學體檢中心」提供優惠予協會會員
協會於 12 月 8 日收到美邦醫學體檢中心營業經理小姐
Jenn 電郵( jenny.wong@mobilemedical.com.hk) 3796 6693 /
5499 8251 稱該中心於佐敦、銅鑼灣、荃灣均設有自家的
體檢中心，可提供最新優惠一站式的醫療服務給予本會會
員選購，並且有更多體檢項目的可供選擇。與會者一致贊
同可供參考並在同日由康樂主任指示各電子通訊小組負
責人用 WhatsApp 知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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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主任

負責人
3.2

用智能手機發「聖誕新年賀卡」與會長、會員及友會等
主席提議電子通訊組在 2021 年 12 月 21 日發放電子聖誕
卡與各會員、他亦將會在同日發放與各會長和各友好工協
會。與會者一致贊同。

3.3

4.

建議調整委員執行會務各項津貼
委員徐威俊建議每月例會茶聚支出由現時每人$90 加至
$120，原因是現會所餐飲價錢比兩年前大增約 50-60%，
現有津貼隨時超出預算，有委員質疑加幅欠理據，他認為
任何調整必須與政府各項通漲數據掛鉤，委員會不能任意
調整，再者委員出席會議並非規定要茶聚用餐，至於福利
探訪支出上限由$80 加至 100 則無異議，經辯論後，認為
暫時維持現餐飲津貼每人$90，但若不足應付支出時如何
處理就未有定案，留待下次會議再討論。
( 1 ) 福利探訪（包括買手信及車馬費）：-由現時每次上
限$80 增加至$100，調整獲委員會通過。
( 2 ) 其他會務如出席委員會以外會議費用：- 實報實消
(不變)
( 3 ) 例會茶聚支出由現時每人$90 加至$120 : -未有定案，
留待下次會議再討論。

其他事項
4.1 「香港海關關員工會」第 22 屆委員就職典禮晚宴
正、副主席、司庫與委員徐威俊於今年 12 月 10 日(星期五)
代表協會出席「香港海關關員工會」在香港海關高級官員
會所舉行之第 22 屆委員就職典禮晚宴。賀禮$2,000。
4.2

參觀解放軍昂船洲軍營
主席將於 2022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一）下午代表協會與其
他海關工協會委員參觀解放軍昂船洲軍營展覽館。
[會後備註：基於疫情趨於嚴峻及配合中央政府防疫抗疫措
施，部門通知取消當日海關各工協會參觀解放軍昂船洲軍
營展覽館之活動。]

4.3 2022 年國際海關節
主席報告收到部門邀請，將會出席部門在 2022 年 1 月 21
日（星期五）在海關總部舉行之國際海關節慶祝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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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會後備註：基於疫情趨於嚴峻及配合中央政府防疫抗疫
措施，部門通知當日在海關總部舉行之國際海關節慶祝酒
會將會延期舉行。]
負責人
4.4 「香港前高級公務員協會」周年晚宴
主席報告收到「香港前高級公務員協會」2021 年 11 月 3
日來信，為配合香港特區政府防疫抗疫措施，該會決定取
消今年周年晚宴。
5.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將於 2022 年 1 月 17 日(星期一) 下午 2 時在北角海關
總部大樓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舉行，秘書將出信邀請 3 位核
數小組成員出席會議進行 2021 年至 2022 年度第一次財政收支
稽核工作。
[會後備註：原定下次已更改為 2022 年 1 月 19 日(星期三)之會
議，基於疫情趨於嚴峻及配合中央政府防疫抗疫措施，將更改
為以手機 WhatsApp 形式進行。]

秘書：蔡就生

主席：陳振威

2022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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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