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 25 周年纪念活动 

 

主持人 

各位先生，女士，下午好。欢迎参加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 25 周年

纪念活动。 

 

今天，我们有很多合作伙伴和朋友一起参与中心的银禧志庆直播活动。 

 

欢迎各位并感谢你们抽空参与。请各位为大家鼓掌，谢谢。 

 

活动正式开始，有请廉政专员白韫六先生致欢迎辞。有请专员。 

 

廉政专员白韫六先生，SBS，IDSM 

主席、各位香港商业道德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及在网上参与的朋友，

午安。 

 

欢迎各位参加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 25 周年纪念活动的网上直播。 

 

2020 年是充满挑战及不稳定的一年，尤其是对本港商界而言。除了因

贸易关系紧张和社会动荡而导致的各种经济与社会困境外，我们亦见

证了 2019 新型冠状病毒对商界以至整个社会所造成的沉重打击。尽

管如此，我们欣然见到不少企业在面对危机时能展现毅力及智慧，积

极应变，努力克服困难。有人可能认为适应、转型和创新的能力是在



新常态下营商的成功关键。但我想强调在这些特质的背后，商业诚信

乃是决定你的生意，以至是大家一直珍惜的公平营商环境能否持续发

展的重要因素。 

 

多年来，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致力推广商业道德作为反贪的第一道

防线。在香港主要商会的鼎力支持下，廉政公署小区关系处于 25 年

前成立香港道德发展中心，并于 2015 年易名为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

心，以更清晰地反映其服务范畴。凭着坚定的决心及稳健的根基，中

心至今已向超过一万家工商机构推广诚信管治，及向逾一百万位商界

从业员宣扬诚信信息，他们皆认为这些交流实用并富启发性。 

 

此外，廉署积极透过全方位的肃贪倡廉策略，成功遏止贪污，并为社

会带来移风易俗的改变。2019 年廉署周年民意调查显示，贪污在香港

社会绝不普遍，市民对贪污的容忍度亦维持于极低水平。超过 98%的

受访者表示在过去 12 个月没有亲身遇到贪污情况。以 0 分至 10 分的

评分方法量度，受访者对贪污的容忍度平均分为 0.3 分，近乎零容忍。

此外，大约 82%受访者表示愿意举报贪污，96%受访者支持廉署的工

作。以上调查结果证明，廉洁文化已植根小区。在过去数十年，市民

已经由以往默默忍受贪污，变成积极抗拒。 

 

在国际社会上，香港持续获评为全球最廉洁的地方之一。以



「TRACE 贿赂风险指数」为例，它衡量商业机构在不同地方可能遇

到的贿赂风险，把香港列为全球 200 个地方中第 10 低风险的地方，

乃亚洲之冠。而根据去年公布的透明国际「清廉指数」，香港的廉洁

程度在全球 180 个地区中排名第 16 位。 

 

低贪污风险有助建立一个开放、公平及具竞争性的市场，从而增加投

资者的信心。在 2020 年，香港在「经济自由度指数」获评为全球第

二最自由经济体，并获「世界竞争力年报」评为第五最具竞争力的地

方。两项排名分别由传统基金会及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事实上，

廉署一直透过中心积极推动商业道德，协助本地商界达致企业管治的

国际化水平，以维持香港的整体竞争优势。 

 

虽然我们有信心香港能保持廉洁公平的营商环境，但我们却绝不能松

懈。纵使全球经济状况持续多变及不稳，但这正好为香港注入新的动

力，重新审视自身的优势和弱点，以迎接新机遇。廉署作为香港专责

反贪的执法机构，将一如既往继续保持警惕，透过执法、预防和教育

三管齐下打击贪污。中心亦将会致力就新的营商模式，探索更有效的

方法以加强商业机构的企业管治和商界人士的诚信水平。 

 

女士们，先生们，常言道：「悲观者抱怨风大；乐观者期望风势改变；

而领导者则调整船帆砥砺前行」。作为商界的领袖，在目前恶劣的经



营环境下带领企业跨越困境的领导角色尤为重要。而大家在各自的专

业及领域中积极实践诚信管理和巩固诚信文化，更是维护公平营商环

境的关键。 我深信只要坚守诚信，我们定能克服困难，走过风雨，

遇强越强。多谢各位。 

 

主持人 

感谢白先生。再次谢谢你。 

 

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的工作由香港商业道德发展咨询委员会 (委

员会)督导。委员会由香港十大主要商会代表组成。 

 

委员会主席孙启烈教授也有出席今天的活动。他将会向我们简介中心

在过去 25 年的工作以及取得的成果。有请孙教授。  

  

香港商业道德发展咨询委员会主席孙启烈教授，BBS，JP 

专员、各位委员、先生，女士 

  

今天我很荣幸出席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中心)成立 25 周年纪念活

动。 

 

中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机构，是香港以公私营合作方式推广商业道德

和专业诚信的先驱。中心透过香港商业道德发展咨询委员会与十个主



要商会紧密合作，一直走在商界的最前线，为不同行业提供最新及度

身订造的服务和资源，巩固本港商界的诚信文化。 

 

作为已加入咨询委员会近十年的资深委员，我很高兴看到中心栽种的

诚信种子能扎根商界，并一直茁壮成长。多年来，超过 10,000 间由初

创企业至上市公司等不同规模的商业机构曾使用中心的服务以提升

它们抵御贪污和建立诚信企业文化的能力。更令人鼓舞的是有逾 100

万名商界和专业人士曾参加由中心统筹的防贪及诚信培训，从而了解

诚信领导、公司管治、专业道德与及遵守法规的重要性。 

 

诚信是专业操守的基石。超过 70 个行业及专业团体，包括建造业、

保险及金融业、以及会计及企业管治界别等，均认可中心的诚信培训

作为它们的持续专业发展课程，或在它们的专业认可考试中，加入廉

署的防贪信息。 

 

因应不同行业或界别的关注课题及培训需要，中心已为不同对象推出

超过 2,000 项培训及参考资料，并上载至中心的网站供大众参考，中

心网站至今已吸引超过 4,800 万次点击。 

 

除了向商界广泛宣传防贪信息外，中心并没有忽略为在本港经济担当

重要角色的个别界别和行业制定全面的诚信教育计划。过去五年间曾



推出的大型计划包括为期三年的上市公司商业道德推广计划，与及现

正进行为期两年的保险业道德推广计划。中心与相关的监管机构、政

府部门、专业和行业团体合作，向香港所有上市公司和保险公司推广

廉政公署的防贪服务，以提高专业人士、商界领袖和从业员的诚信水

平，并于商界建立廉洁文化。两项计划均得到上市公司和保险公司的

高度评价，并获得服务用户和培训对象的好评。 

 

俗语谓：「创业难，守业更难」，尽管中心在过去 25 年取得卓越的成

绩，但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在商业道德推广工作中寻求进步和突破，

以满足不同对象的需求，这在企业广泛受到经济不景影响的时刻尤其

重要。对中心而言，我们所推广的是一种信念 — 此信念乃商业道德

是业务成功的关键，并能惠及所有持份者。这同时也是一种品德 — 

商界领袖和从业者无论经历高山低谷都应恪守的诚信品德。 

 

公平廉洁的营商环境是所有持份者共同推广上述信念及坚守诚信品

德的成果。因此，我希望各位继续支持中心的诚信推广工作，以维持

香港这来之不易的声誉和竞争优势。 

 

亲爱的朋友们，25 年是中心的另一个里程碑，我们感谢你加入我们的

诚信之旅。让我们一起拥抱诚信，成就更美好的未来!。谢谢。 

 



主持人 

谢谢孙教授。 

 

中心能有今天的成绩，实有赖委员会成员的指导，尤其是为中心诚信

推广工作奠下了良好基础的历届委员。 

 

我们很高兴能藉此机会联系多位前委员，他们都有些说话跟大家分享： 

 

香港总商会 黎定基先生，CMG，SBS，JP 

恭贺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成立 25 周年。作为香港商业道德发展咨

询委员会的前主席，我非常感谢中心过去 25 年来的努力和专业精神。 

 

香港中华总商会 蔡冠深博士，GBS，BBS，JP 

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多年来致力推广商业道德及专业诚信，我和香

港中华总商会不少成员都十分荣幸能够共同参与，我在此谨向香港商

业道德发展中心成立 25 周年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香港工业总会 梁君彦议员，GBM，GBS，JP 

感谢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在过去的 25 年努力不懈地加强不同行业

的商业及专业道德。在这特别日子，我祝愿中心在未来取得更大成就。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 卢文端博士，GBS，SBS，BBS，JP) 



恭祝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 25 岁生日，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为香港

的反贪工作加油。 

 

香港工业总会 丁午寿先生，SBS，JP 

生日快乐! 你们是香港最重要的支柱之一，香港工业总会及工商界将

继续支持你们的工作。 

 

香港中华总商会 胡经昌先生，BBS，JP 

我很高兴及荣幸可以于中心发展初期参与香港商业道德发展咨询委

员会这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在此祝愿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未来的

工作取得更卓越的成绩。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 吴永嘉议员，BBS，JP 

好多谢商业道德发展委员会在过去 25 年来为香港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我亦肯定商业道德发展委员会在未来日子定必一如既往继续为香港

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 

 

香港总商会 胡定旭教授，GBS，JP 

商业道德是维持香港廉洁公平营商环境的重要支柱。让我们一起拥抱

诚信，成就未来。 

 

主持人 



非常感谢你们的祝贺和鼓励。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对我们有重大的意

义。  

 

我们现届委员也同样十分支持中心的工作。让我为大家介绍委员会的

成员和代表。出席活动的委员和代表有： 

 

香港美国商会传讯及政府事务总监徐颖汶女士，她是代表早泰娜委员

出席 

 

香港英商会行政董事戴林瀚先生 

 

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杨华勇先生，他是代表王惠贞委员出席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副会长卢金荣博士 

 

香港欧洲商务协会董事 Talida Brauner 女士 

 

委员会主席，香港工业总会名誉会长孙启烈教授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副会长兼总裁张夏令先生 

 

香港总商会总裁梁兆基先生 

 

香港日本人商工会议所事务局长柳生政一先生 



 

香港印度商会行政总裁冼达林先生，他是代表司徒伟委员出席，以及 

 

廉政公署小区关系处处长何渭枝先生 

 

各位，让我们一起向收看网上直播的观众挥手问好。谢谢大家。 

 

今天我有一项重要任务给各位委员。正如刚才提到，这是中心的银禧

志庆，中心期望藉此机会推出新的标志，为中心带来焕然一新的面貌，

加强品牌形象。 

 

我们将举行一个简单而富意义的仪式来推出中心的新标志。 我们先

请廉政专员一起主持仪式。 有请白先生。 

 

现在，每位嘉宾都手持一个未亮光的灯球。当我数到 3 时，我们会一

起亮灯。各位先生、女士及观众，请准备…… 1、2、3……  

 

色彩缤纷的灯球象征着各行各业对中心工作的支持，以商业道德共同

推动建设更美好的香港。 

 

很好。多谢各位。 

 

中心工作与时并进，但其使命始终如一，并彰显在其新标志中。 

 



中心新标志是由英文字母「E」和「B」组合而成。 英文字母「E」也

融合了中文的「正」字，代表着「道德、公平与诚信」。 

 

从屏幕上可见，新标志的英文字母「B」反映中心以推动商界诚信为

工作重点。 

 

两个字母交织在一起表达「诚信是营商致胜的关键」的意思，配合清

新的绿色主调，代表长远为企业带来「蓬勃和可持续」的发展。 

 

标志的精髓及当中的价值观亦可体现在中心的全新标语：「诚信为

先 · 成就未来」。 

 

谈到「成就」，我想向你们介绍中心正在推行的一个重要项目，「诚信

创未来」保险业道德推广计划。这是中心近年其中一个为不同界别举

办的大型道德推广项目。 

 

我们十分高兴能邀请到计划的合作伙伴参加了今天的活动，当中包括

这个计划的合办机构保险业监管局。 

 

保险业监管局主席郑慕智博士为我们预录了一个片段，请收看。 

 

保险业监管局主席郑慕智博士，大紫荆勋贤，GBS，JP 

正直和诚信是商界领袖和包括保险业从业人员在内的专业人士不可

https://cn.linguee.com/%E4%B8%AD%E6%96%87-%E8%8B%B1%E8%AF%AD/%E7%BF%BB%E8%AD%AF/%E8%93%AC%E5%8B%83.html


或缺的素质，而良好的诚信水平亦能为行业的健康发展缔造新机遇。

香港保险业监管局一直高度重视提升保险业界的诚信文化，我非常高

兴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能成为我们的重要合作伙伴，携手向业界推

广诚信。 

 

在 2019 年，保险业监管局与中心及 12 个保险业团体携手推出为期两

年的「诚信创未来」保险业道德推广计划，提供一系列提升诚信意识

的服务和产品，例如培训课程和教材，以及一个道德资源网站，并广

泛推广至所有保险公司。至今，已有超过 340 间保险机构采用廉署提

供的防贪服务；超过 5,000 名保险从业员完成相关诚信培训课程；而

道德资源网站则录得共 30,000 个点击。凭着中心的努力不懈及业界

的大力支持，我深信计划的动力会持续并带来更卓越的成效。 

 

适逢中心 25 周年纪念的重要日子，我谨此祝贺中心多年来取得的卓

越成绩，我亦感谢中心对不同行业的贡献和支持，协助商界建立诚信

文化。 

 

虽然我们今天面对重重逆境，但商业道德始终是香港维持其国际竞争

力的核心价值，因此，中心和保险业监管局将会继续携手推广商业道

德。最后，我祝愿中心未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多谢各位! 

 



主持人 

谢谢郑博士。 

 

计划能够成功推行，实有赖各合作伙伴的支持，计划 12 个支持机构

的代表现正在网上一同参与今天的活动。欢迎各位，请各位以 10 秒

时间向收看直播的观众问好和分享几句话。 

 

让我向大家逐一介绍他们，有请： 

 

香港人寿保险经理协会会长卓君风先生。请和我们分享几句说话。 

 

卓君风先生 

香港人寿保险经理协会多谢你们守护香港无限个 25 周年。多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 

 

下一位是香港保险中介人商会上届会长余蕙圆女士 

 

余蕙圆女士 

恭喜! 恭喜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 25 周年庆典，希望将来大家继续

有更紧密的合作。 

 



主持人 

谢谢 

 

香港一般保险业协会副主席陈维嘉先生 

 

请确保开启了咪高峰，因为我们听不到你的话。 

 

陈维嘉先生，请和大家讲几句话。 

 

陈维嘉先生 

恭喜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成立 25 周年。生日快乐，并继续发热发

亮，多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 

 

香港保险中介行业协会会长关亿信先生 

 

请紧记开启咪高峰。   

 

请各位预备好，我们先请下一位。 

 

香港保险业总工会理事长冯志远先生  

 



冯志远先生 

公平、公开与廉洁的营商环境，使香港名扬四海，香港保险业总工会

祝贺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 25 周年生日快乐。 

 

主持人 

谢谢 

 

香港财务策划师学会主席李澄幸先生 

 

李澄幸先生 

大家好，香港财务策划师学会祝贺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成立 25 周

年快乐，祝愿工作顺利，未来与业界携手合作，巩固专业及诚信文化。 

 

主持人 

谢谢 

 

高峰进修学院院长潘秉匡教授 

 

潘秉匡教授 

大家好，高峰进修学院好高兴成为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的合作伙伴，

将商业道德融入于专业培训中，恭贺中心成立 25 周年的时候，亦希

望我们在未来继续更深入合作，为建立企业的诚信文化作出贡献，多



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 

 

香港专业保险经纪协会主席关世明先生 

 

关世明先生 

大家好。 

 

主持人 

我们听得很清楚，请继续。 

 

关世明先生 

香港专业保险经纪协会谨在此恭喜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 25 周年，

亦希望将来能够惠及更多企业，令大家的道德标准更加提升。多谢各

位。 

 

主持人 

谢谢 

 

香港保险顾问联会会长陈志江先生  

 



陈志江先生 

大家好，「无诚信，保险不立；有承诺，保障未来」。我在此谨代表香

港保险顾问联会祝贺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 25 周年银禧纪念。 

 

主持人 

谢谢 

 

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女士 

 

刘佩玲女士 

生日快乐。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与香港保险业联会合作良久，我们

非常高兴成为中心的工作伙伴。去年，我们更携手为业界推出首个网

上持续专业培训课程。我们期待将来与中心有更多合作。生日及周年

纪念快乐。 

 

主持人 

谢谢。 

 

下一位是香港保险师公会会长李俊明博士 

 

李俊明博士 

恭喜中心成立 25 周年，我们会继续与中心携手于业界推广诚信，希



望行业可以持续发展，多谢。 

 

主持人 

谢谢。 

 

香港人寿保险从业员协会会长郑铿源先生 

 

郑铿源先生 

大家午安，我是保协会长郑铿源。我在此代表保协祝贺香港商业道德

发展中心成立 25 周年生日快乐，并希望透过中心日后各项活动，能

够继续推动和影响更多香港企业、香港人，珍惜和关注商业道德课题，

多谢。 

 

主持人 

最后，谢谢大家。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在线和线下的各位。感谢

大家对巩固保险业的诚信文化作出支持和承诺。再次感谢大家。 

 

在业界的支持下，中心为计划制作了多元化的产品，包括： 

 

一套加强新入职者专业诚信的网上学习教材 

 

让持牌中介人修读的网上持续培训课程，以及 

 



保险业道德资源网站，当中包括大量的培训和防贪资源。 

 

廉政公署亦一直为个别保险公司提供各项适切服务并为从业员提供

诚信培训，以提高他们的专业道德意识。 

 

欢迎随时联络中心获取免费服务。 

 

常言道「一人的力量有限，众人之力则可创造无限」。 

 

中心衷心感谢多年来很多专业团体和商界组织与我们并肩推动专业

诚信和商业道德。 

 

接下来我们将在屏幕上看到另一个 Zoom 环节。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了这些伙伴的高级管理层跟大家分享与中心合

作推广诚信的感受。现在有请接着的嘉宾如刚才一样，每人以约 10

秒时间向在线和线下观众分享感受。 

 

首先是特许诈骗审查师学会香港分会会长汤颷先生 

 

汤颷先生 

我谨代表特许诈骗审查师学会香港分会祝贺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

25周年纪念。过去多年来，本会与中心紧密合作，举办多项推广道德



和反贪污贿赂的培训活动，我们希望未来继续与中心携手合作。多谢

大家。 

 

主持人 

谢谢 

 

下一位是中国委托公证人协会副主席徐奇鹏先生 

 

徐奇鹏先生 

大家好，本人谨代表中国委托公证人协会祝贺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

25周年纪念。本会十分认同中心的宗旨，推广及促进香港廉洁和道德

发展，我们除了受惠于中心为本会会员讲解这方面要素外，未来亦会

继续邀请他们与本会会员分享最新的情况，希望令香港继续成为一个

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主持人 

谢谢。 

 

地产代理监管局行政总裁韩婉萍女士 

 

韩婉萍女士 

大家好。祝贺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成立 25 周年纪念。我们期望与



中心继续加强合作，促进香港地产代理行业更美好的发展。 

 

主持人 

谢谢 

 

香港检测和认证局署理助理秘书长吴启凤女士 

 

吴启凤女士 

大家好。我们非常感谢中心积极为检测和认证业举办专业道德研讨会。

我们希望未来继续与中心保持合作伙伴关系，并祝愿香港商业道德发

展中心取得更美满佳绩。 

 

主持人 

谢谢。 

 

香港银行学会行政总裁梁嘉丽女士 

 

梁嘉丽女士 

大家好。香港银行学会与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致力维护银行界恪守

高度诚信水平。再次恭贺并感谢你们为香港这国际金融中心作出重大

贡献。 

 

主持人 



谢谢。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行政总裁孙佩仪女士 

 

孙佩仪女士 

各位下午好。我谨代表香港特许秘书公会祝贺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

成立 25 周年及工作取得美满成果，我们期望与中心在未来 25 年、50

年、75 年，继续合作。 

 

主持人 

谢谢。我们都非常期待。 

 

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萧慧仪测量师 

 

萧慧仪测量师 

恭贺并祝愿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在推动商业和专业道德方面的工

作继续取得佳绩! 

 

主持人 

谢谢。 

 

香港科技园公司策略伙伴总监莫伟轩先生 

 



莫伟轩先生 

各位下午好。香港创新及科技行业发展迅速，商业道德对于香港科学

园内超过 900 间科技公司的未来发展十分重要。我恭贺香港商业道德

发展中心在过去 25 年成功推动和营造商业道德文化及环境。香港科

学园祝愿中心工作顺利，并会继续与中心紧密合作。多谢。 

 

主持人 

谢谢。 

 

下一位是香港证券业协会主席徐联安博士 

 

徐联安博士 

大家好。恭贺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 25 岁生日快乐。 

 

主持人 

太好了。谢谢你提醒大家今天也是庆祝中心的生日。 

 

徐联安博士 

希望香港证券业协会与贵中心未来继续携手合作，为业界大力推动专

业操守和商业道德的价值观。 

 

主持人 



谢谢。 

 

香港律师会会长彭韵僖女士 

 

彭韵僖女士 

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生日快乐。 香港律师会作为中心的可靠伙伴，

将与中心团结一致推广道德和诚信。 

 

主持人 

谢谢彭女士。很喜欢你预备的道具。 

 

最后有请香港旅游业议会总经理(行业关系及发展)莫颖思女士 

 

莫颖思女士 

大家好。恭贺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成立 25 周年。我感谢中心为导

游和领队提供专业操守培训。我期望未来与中心有更多合作。再次恭

喜并多谢各位。 

 

主持人 

谢谢大家。我们再次恭贺中心25岁生日快乐。 

 

我们各行各业的合作伙伴都朝着恪守最高道德标准的目标而努力。让



我们为大家的努力鼓掌。做得好，非常感谢大家。 

 

为了加强企业的防贪能力和从业员的诚信意识，中心致力制作多元化

的资源及制作。 

 

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些中心的最新制作。 

 

首先中心推出了焕然一新的网站，其内容更加丰富，包括针对不同行

业和主题的页面、最新的防贪信息、参考数据和培训资源。 

 

不仅如此，中心还注册了 ETHICS PLUS 商标。ETHICS PLUS 是一个

由中心建构的道德抉择指引，旨在协助商界人士解决工作上遇到的道

德难题，并已应用在为专业人士举办的道德抉择工作坊中。  

 

另外，为了帮助前线员工应对职场中的诚信挑战，中心制作了《职场

诚信健康测试》。 

 

中心还制作了一份《企业诚信管理清单》，帮助企业管理层评估其公

司预防贪污及不当行为的能力。 

 

这些只是部分中心制作的资源。欢迎浏览中心网站，我相信你们会发

现这些信息是非常实用的。 

 



如商业机构想进一步了解中心的服务，以下短片将为你们提供答案。 

 

我们今天拥有的廉洁营商环境是一直秉持诚信的各业界持份者共同

努力的成果。 

 

为了纪念今天的活动并向各方展示我们对维护香港商业道德的热诚

和承诺，我想邀请所有嘉宾一起朗读中心的新标语。 

 

有请我们网上的嘉宾准备好道具、标志或标语，然后与我们一起拍摄

这张别具意义的照片。我们将在屏幕拍一张网上大合照，请确保你的

道具和样貌可以清楚显示在镜头前。请大家再次检查，避免脸部被遮

挡。好吧，让我也一起加入。虽然有很多人，但我找到一个好位置。

这是一张很棒的照片。我们会多拍几张留念。大家请准备好道具。找

一个最好的拍照角度。都准备好吗？好的，大家请留在原地。我确定

不会阻碍到任何人。 

 

当我由1数到3时，请大家一起朗读标语 

 

请大家跟我一起数 1、2、3 ……「诚信为先 · 成就未来」！ 

 

这是一张美丽的合照，请留在原地。大家做得很好，这照片很棒。请

大家再拍一张照片。大家确是做得很好，非常感谢大家参与。向你们



报以热烈掌声。感谢各位。 

 

25 年的时光飞逝，这半小时的活动也是一样。今天很高兴有你共同见

证中心迈向新一页。我们期待与你继续同行这诚信之旅，共创丰硕「诚」

果。 

 

最后，我们要感谢以下嘉宾参与今日活动。再次感谢大家，再见，祝

你有个愉快的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