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二○一八/二○二二年度第八屆委員會
第四次會議記錄
日期:
時間:
地點:
出席者: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下午二時十分至四時三十分
香港北角海關總部大樓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
陳振威先生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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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者)
王清廉先生
助理秘書
徐威俊先生
康樂主任
馮棨洪先生
助理康樂主任
朱廣鴻先生
委員
梁亦尊先生
張仔先生
委員
王奉歧先生
李復華先生
委員

委員
委員

會議事項
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新委員會通過上屆於二○一九年二月十六日日舉行之第八屆
第四次會議記錄。

2.

續議事項
2.1 財務報告【上次會議記錄 2.1 項】
司庫報告今年 2 月份內收入$119,600.00，支出
134,493.70，至 2 月底結存如下：酴
$412,823.13
支票戶口：
$1.40
現金：
$1,000,000.00
定期存款：
總數：
$1,412,824.53
2.2

福利探訪 【上次會議記錄 3.2 項】
2 月 22 日司庫代表協會到大埔醫院探望會員劉超
(165L)。另外，3 月 8 日司庫與委員張仔代表協會到伊利
沙伯醫院探望副主席。

1

負責人

司庫

福利組

負責人
2.3
2.4

致電慰問會員 【上次會議記錄 3.3 項】
3 月 16 日司庫代表協會致電慰問會員李沛霖(169L) 。

福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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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和秘書於 2019 年 3 月 6 日(星期四) 下午代
主席
表協會出席在北角海關總部大樓高級官員會所舉行之上
副主席
述第 54 次座談會，主席匯報如下：
秘書
(a) 與公務員事務局的溝通
根據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光的冷淡回應「聯席會
議」後，潘志明提出兩項「聯席會議」應採取的行
動方向： (一) 保持與「特首辦」陳國基主任見面
以促進溝通、(二) 嘗試接觸「特首」讓「聯席會議」
有機會向「特首」說明「聯席會議」的特質及功能。
項目(一)會由趙士偉跟進 ，項目(二)則由許家民跟
進。會中趙士偉電話聯絡到「特首辦」陳國基主任
並即時獲陳國基主任答覆會出席在 5 月 8 日 1830
時在北角海關總部大樓 12 樓高級官員會所的「聯席
會議」飯局，而飯局安排由協會主席陳振威跟進。
(b) 公務員/退休公務員的醫療福利問題
潘志明滙報，就公務員醫療及牙科福利聯席於 2019
年 1 月 21 日向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主席發出的意見書，公務員事務局的
書面回覆如下。
【行政長官在《二零一八年施政報告》公布，政府
會引入中醫藥為公務員醫療福利的一部分。我們現
正從多方面，包括服務範疇、服務形式、運作安排、
試行階段的規模、財務安排等，探討如何把指定中
醫服務納入公務員醫療福利。在過程當中，我們須
顧及目前公務員醫療福利各個組成部分的運作模式
和資源的考慮。我們正積極進行有關工作，並期望
盡快落實有關安排。我們會適時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相關議題的最新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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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c) 參觀各政府部門
有關參觀各政府部門，趙士偉建議參觀入境處學員
結業會操典禮，日期會是 4 月 30 日(星期二)，詳情
有待趙士偉跟進。
(d) 「聯席會議」的年夜飯或春茗
由於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光的遲緩回覆，
「聯席會
議」評估過未有足夠時間通知各會會友，因而會影
響到出席人數，
所以決定取消原本定在 3 月 18 日(星
期一)在西洋菜街北「警察體育遊樂會」的聚會，並
由談廣才致電「警察體育遊樂會」取消所訂場地。
而「聯席會議」成立已近十周年，所以一致決定交
由各小組人員跟進「聯席會議」成立十周年的慶典、
或晚飯。

3.

2.5

2019 年新春聯歡晚宴 【上次會議記錄 2.6】
有關於 3 月 5 日(星期二) (農曆正月二十九)在旺角倫敦
大酒樓五樓舉行之己亥年新春聯歡晚宴暨第八屆委員就
職典禮，司庫提交詳盡報告供委員參閱。見附件(一)

2.6

春季旅遊『港珠澳高鐵三天團』【上次會議記錄 2.7】
康樂主任報告是次旅遊有 130 人參加，包括會員/配偶
88 人，聯繫會員 22 人，委員 8 人，其他人士 12 人。
有關由美麗華旅行社主辦之 2019 年 3 月 26-28 日「中山
高鐵三天遊」
，司庫報告收支如下
(a) 支付美麗華旅行社 130 位團費
$165,055
(訂金$36,000+尾數$128,930+印花稅
$125)：
(b) 收入參加會員/配偶和其他人士團費：
$145,550
(c) 協會補貼 (c) = (a) – (b)：
$19,505

新議事項
3.1 協會定期存款
司庫報告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名下之一百萬元定期存
款，將於 2019 年 5 月 7 日到期。司庫會在適當時間向銀
行為該筆定期存款作出續期指示。
3

康樂主任

負責人
3.2

4.

秘書

其他事項
4.1 香港懲教署退休人員協會第 33 屆周年大會暨聯歡聚餐
主席、副主席和司庫將於 2019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五)晚
上出席於香港灣仔軒尼斯道 71 至 75 號壹樓東園酒家舉
行之香港懲教署退休人員協會第 33 屆周年大會暨聯歡
聚餐。協會將備禮券$1,000 為賀禮。
4.2

5.

提醒普通會員交 2019-2020 年度會費績會
司庫報告至今仍有 29 位普通會員還末繳交 2019-2020 年
度會費，並呈上名單給委員參閱。秘書將去信提醒他們。

香港警察員佐級協會創建人暨退役同僚聯會 22 周年會慶聯歡
主席、司庫與委員張仔將於 2019 年 3 月 28 日(星期四)
代表協會出席位於香港金鐘統一中心四樓名都酒樓是次
聯歡，協會將備禮券$1,000 為賀禮。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暫定於 2019 年 4 月 20 日 (星期六) 下午二時在香港
北海關總部大樓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舉行。康樂主任將邀請
核數小組成員出席。

秘書：蔡就生

秘書
康樂主任

主席：陳振威

2019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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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己亥年新春聯歡晚宴暨第八屆委員就職典禮
報告
2019 年 3 月 5 日(星期二) (農曆正月二十九)

海關關長鄧以海 CMSM 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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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於 3 月 5 日在旺角倫敦大酒樓五樓舉行之己亥年新春聯歡晚宴暨第八
屆委員就職典禮，席費如下：
（一）普通會員/配偶
： 每位$200
（二）滿 80 歲普通會員/配偶
： 免費
（三）聯繫會員/配偶
： 每位$280
（四）其他人士
： 每位$330
當晚延開 37 席，其中招待貴賓之 4 席以 42 位長檯型式擺設。每
席收$3,698，另加長檯服務費$1,200。大會安排如下：
大會司儀：會員湯樹根 (典禮) /秘書與助理司庫(晚宴)
接待處 ：委員朱廣鴻、梁亦尊
賀禮處理：王奉歧(負責登記、記錄及處理)
席費處理：助理秘書
12 份枱獎：司庫建議枱獎為 (手錶 1 份、罐裝蛋卷(面值$88) 2
份，君蘭餅咭(面值$50) 2 份及 $20 利是 7 份)
禮品安排：秘書
卡拉 OK ：助理康樂主任
義務攝影：會員吳旭群、陳佑強和嘉賓周和發
訂購紅白酒：(紅酒 100 支) 主席
購買威士忌 8 支、蘇打水、小食：司庫
襟花 9 朵：主席請 Ms Lily Chen 安排購買
42 位貴賓長檯名牌：秘書
下午
6:30
7:30
7:40
8:00
8:05
9:00
10:30

節目表
酒會
入座
就職典禮 - 主席致歡迎詞、主禮嘉賓主持宣誓儀式、
合照、主禮嘉賓致詞、主禮嘉賓帶領委員上台祝酒
抽枱獎
晚宴開始 (席間卡拉 OK)
幸運抽獎
晚宴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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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帶領委員上台祝酒帶

是晚收支報告如下：
(a) 支出
(b) 席費
(c) 會長及嘉賓贊助
(d) 協會補貼 (d) = (a) – (b) – (c)

$162,006.60
$47,720.00
$53,000.00
$ 61,286.60

有關收支詳情及嘉賓贊助抽獎禮品清單，請參閱附頁。

(盧應權)
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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