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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社第 6 屆周年會議 

精英社成立於 2001 年，至今已達六載，

謹定於 2007 年 9 月 13 日﹙星期四﹚下午 7

時正假座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7

字樓皇廷大酒樓舉行第 6 屆社員周年會議。 

屆時各位社員股東除聽取各項報告外，

更可省覽 2006-2007 年度之財務統計報告，

並進行選舉；會後並有抽獎助興。 

 

滿任董事及委員 

董事會 ：郭德培、施婉婉 

貸款委員會 ：何志雄 

監察委員會 ：黃頌達 

 

留任董事及委員 

董事會 ：沈榮富、李錫祥、吳文波 

貸款委員會 ：杜森泉、卓國基 

監察委員會 ：屈錦榮、郭蔭強 

本年度之提名小組成員為：李錫祥、屈

錦榮、杜森泉。 

 

社員福利 

李芷筠牙科醫生醫務所推出以下優惠： 

1. 只要是首次診症，本社社員及家屬即可

享用一次三折洗牙($150)及免費牙齒檢查

服務； 

2. 18 歲以下學童，矯正牙齒﹙箍牙﹚獲會

員價再九折； 

3. 此項優惠每日名額 2 名，敬請提早預約

﹙電話：2523 2818﹚； 

4. 以上優惠至 2007 年 9 月底止。 

地址： 中環皇后大道中 72 號百佳大厦十樓

1002 室 
 

個人帳户季結單 

2006-2007 年度第四季個人帳户結單將

與本期﹙2007 年 7 月份﹚《薈萃》一起寄

出。如發現有疑問，請電 2388 0177 與社長

或司庫聯絡。 

社員帳户結單檢定通知書 

監察委員會為了保障社員的權益，也為

符合章程的要求，隨《薈萃》一起寄出「社

員帳户結單檢定通知書」。填妥後請郵寄或

傳真至監察委員會主席，切不可交給儲社辦

事處。 

 

社務交流－參觀天文台儲蓄互助社 

－ 陳淑芬 － 

 

2007 年 5 月 12 日，一個風和日麗的星

期六，精英社的董事，委員及家屬一行 19

人，前往天文台儲蓄互助社進行探訪交流及

參觀天文台。 

沿着林蔭夾道直上天文台，社長林學賢

及副社長楊敬基帶領我們參觀並作介紹，使

我們瞭解很多氣象知識和本港百年來發生的

天文災難。我們最有興趣的就是天氣報告錄

影室，各人都扮作報告員輪流拍照。控制室

內的科學主任和預告員都忙着坐於電腦前觀

察，以便作出各種天氣的預測。交流的時間

到了，社長介紹天文台社現有社員二百多

名，因各人工作比較繁忙，沒有舉辦很多活

動；貸款也很少，所以大部分的股金都存放

在協會中央社以賺取較銀行為高的利息。 

這次交流是精英社社員活動之一，亦是

讓職委員多些機會接觸其他的社，可以從活

動中學習了對方的長處，精英社將繼續向這

方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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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中央社第 35 屆周年會議 

協會中央社於 2007 年 6 月 21 日在協會

會堂舉行了第 35 屆周年會議。出席社員及嘉

賓共 54 人，可為濟濟一堂。 

會上除通過各項報告外，並由社長李茂

松宣布派發股息 5.5 釐。同時選出下屆職委

員： 

董事會 

社長 ：李茂松 

副社長：麥鉅開 

司庫 ：曾慶華 

秘書 ：郭德培 

董事 ：葉偉光 

監察委員會 

主席 ：楊達榮 

秘書 ：李錫祥 

委員 ：鄧湛泉 

貸款委員會 

主席 ：王德忠 

秘書 ：鍾思敏 

委員 ：何志雄 

 
協會、中央社及儲社近期活動  

日期 活動 

04/07/2007 國際日第六次籌備會議 

27/07/2007 將軍澳社周年會議及聚餐 

27/07/2007 政府物料供應人員社周年會議 

29/07-01/08 2007 世界儲運論壇 – 加拿大 

/2007 卡加利市 

25/08/2007 水務社周年會議及聚餐 

*********************************  

查詢請電 2388 0177。  

社務概況 
社務資料統計 (於 2007 年 5 月 31 日)  

社員人數  186 名  

股份結餘  $3,172,941.67 

貸款結餘  $   833,743.00 

儲備金  $    52,007.93 

資產總額  $3,347,825.59 

協會∕中央社代表座談會暨廣州
考察團   － 譚桂珍 － 

由協會主辦的協會／中央社代表座談會

暨廣州考察團於 5 月 24-25 日舉行。 

參與這次考察團的計有 19 個儲社，共

60 人。協會安排各人分別乘坐兩部旅遊車由

深圳出發，先往帝京酒店舉行座談會，會後

再驅車前往五星級鳳凰城酒店居住。 

第二天的行程是參觀廣州著名的「石

室」及「本田車廠」，參觀完畢後與廣州市

海外聯誼會領導在廚房製造酒家共進午餐。

席上由協會會長葉偉光先生致送紀念品給予

廣州市領導，會後賓主盡歡而別。 

總括這兩天的座談會暨廣州考察團在愉

快的氣氛中結束。 

這兩天的考察活動

和一切的住宿及食用

安排均獲各社代表給

予高度評價，亦是今

次儲運交流活動成功

的目標。 

 

温故知新—儲運知多少  取材自《積穀》 

1. 「露德儲蓄互助社」※成立於 1966 年 8 月，

是香港區第一個堂區儲蓄互助社。 

2. 1968 年 11 月 6 日立法局三讀通過並頒布香港

法例 119 章《儲蓄互助社條例》。 

3. 1969 年「儲蓄互助社國際總會互惠保險社」

承保本港儲社的貸款安全及人壽儲蓄保險。 

4. 澳門首個儲社－「聖奥斯定儲蓄互助社」於

1969 年 2 月在崗頂成立。 

5. 第一個政府公務員社－「九廣鐵路儲蓄互助

社」於 1966 年由林保漢局長，黄汝霖廠長出

席見証下成立。 

6. 第一個酒店業員工社－「希爾頓酒店員工儲

蓄互助社」※亦於 1969 年 5 月 27 日成立。 

7. 1970 年 2 月 28 日「聖母院儲蓄互助社」※是

全港第一個取得註冊證的儲社─即註冊號碼

「1」號。 

8. 1970 年 3 月憲報公布儲蓄互助社法例實施。 

9. 1971 年 3 月 12 日九龍第一區會※成立。 

10. 本港儲運先驅蘇國榮先生被選為亞洲儲蓄互

助社同盟會第一任會長。 

備註：
※
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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