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十三次常年会员大会通告

	 启者：茲定于2017年2月25日（星期六）上午10时正，在登路97号潮州大

厦二楼義安文化室召开第八十三次常年会员大会，报告2016年度会务与财政状

况及选举查账员，同时开票选举本会馆第四十四届（2017年至2018年度）董事

35位。

	 若有提案，请您于大会前三天，具函寄交本会秘书处，便于编列议程，提

出讨论。今年恰逢第四十四届董事会选举，随函附上候选董事名单和选票，请

您于2017年2月25日中午12时之前，亲自到会馆或通过邮寄，把选票投入置放

在会馆的投票箱。

	 届时，敬请拨冗出席，共襄进行，是所至盼。

	 此致

全体会员公鉴

总务　吴佶财　谨启

2017年2月5日
附列议程：

	 1.	主席致词

	 2.	复准第八十二次常年会员大会会议记录

	 3.	2016年度会务报告

	 4.	核准2016年度财政报告

	 5.	委任2017年度审计公司

	 6.	选举两名查账员

	 7.	会员发表意见

	 8.	茶会

	 9.	开票选举

附件：第八十二次常年会员大会会议记录及八十三大会相关资料



第八十二次常年会员大会会议记录 -------------------------- 

2016年度会务简报

 1  丙申年新春团拜　------------------------------------------------------- 

 2  举办“潮人企业家奖”评选活动-------------------------------------- 

 3  拜访福建会馆-------------------------------------------------------------

 4  出席第九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

 5   举办“潮州节2016”----------------------------------------------------

 6  文教组活动----------------------------------------------------------------

 7  青年团活动----------------------------------------------------------------

 8 会员事务组活动----------------------------------------------------------

 9  国内外事务组活动-------------------------------------------------------

 10  参与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活动--------------------------------------------

 11 社团应酬-------------------------------------------------------------------

 12 对外交流-------------------------------------------------------------------

 13  其他-------------------------------------------------------------------------

2016年度财政报告

 1 资产负债表报告--------------------------

 2 收支报告--------------------------

 3 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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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

第八十二次常年会员大会会议记录

日		期	 ：	 2016年2月13日（星期六）

时		间	 ：	 上午9时30分

地		点	 ：	 潮州大厦義安文化室

出席者	：	 会员111人

主　席	：	 郭明忠

记		录	 ：	 关　辉　

上午9时30分，由于出席大会人数未达法定要求（不足100人），依章程规定延

迟半小时开会。直至10时，秘书长余共华首先介绍到会嘉宾并将主持棒交予大

会主席郭明忠。

郭明忠主席宣布大会正式开始，他首先给大家拜年，接下来进入大会议程。

	

1.		 复准第81次常年会员大会会议记录	

　　		 众无异议，一致通过。由杨文龙提议，陈丽丽附议，记录在案。

2.		 审阅2015年度会务报告

	 总务吴佶财请大家参看《2015年度会务报告书》第9页至55页。除例常

	 的社团应酬外。会馆2015年完成董事会的换届改选，举办了制定未来会	

	 馆发展方略的集思营活动，为筹备2016年潮州节两次出访潮汕，组团	

	 参加了在温哥华召开的“第18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荣获宗乡会馆联	

	 合总会颁发的“2014年度杰出会馆奖”。各组都有出色的表现。青年团	

	 成功地策划组织了妆艺大游行、86周年庆；国内外事务组筹备承办了就	

	 职典礼及“乙未新春团拜”；文教组的书画雅集和潮语班广受欢迎，并	

	 增开了书法班；会员事务组成功地举办了“健康讲座”及“潮汕文化与	

	 美食之旅”活动。众无异议、记录在案。

3.	 	核准2015年度财政报告

	 3.1			 财政曾建权请大家参阅书面报告的第59页到67页，今年亏损28万	

	 	 元。主要支出是妆艺大游行、员工薪酬和国内外事务组费用等。

	 3.2			 主席郭明忠补充，本会馆是重要的潮籍社团，没有固定资产推广	

	 	 会务，要动用潮人力量来支持。有人问参与社团活动，会不会影	

	 	 响自家生意，他认为这或多或少会影响，要合理分配时间。会馆	

	 	 还有100多万运作资金，今年的“潮州节”要办得更精彩，力争有	

	 	 些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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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会员杨有瑞发言：去年对财务报表提出意见，今年财务报告做得	

	 	 好，但还是有改善的空间，比如第60页营运费用总计“第3页”是	

	 	 指什么？去年的应收账款数额大，有100多万，曾表示过担心，今	

	 	 年董事会做了很大的努力，只有2.7万应收账款，这很不容易，这	

	 	 说明董事会认真听取会员的意见，改进了工作，建议给董事会，	

	 	 特别是财政热烈的掌声。

	 3.4		 董事章凯毓发言，国内外事务组支出7万，收入6万，收支相抵，	

	 	 花费并不多。

	 	 主席郭明忠补充：国内外事务组举办很多活动，活动都是自负盈	

	 	 亏，自力更生，大家给国内外事务组掌声。

	 3.5	 由李钦如提议，林彦京附议，通过财政报告。

4.	 委任2016年度审计公司

				 郭明忠主席提议：继续委任信永中和（SHINEWING	LLP）为本会2016	

	 年度审计公司。

		 众无异议，由林彦京提议，李钦如附议，记录在案。

5.			 核准修改章程提案

					 黄建铭发言，会馆目前仍延用1998年版的章程，一些条款已跟不上时代	

	 的发展，不能满足会馆会务开展的需要。秉承与时俱进的原则，第43届	

	 董事会做出修改章程的决定。经与律师咨询，常务委员会多次讨论，草	

	 拟修改章程提案。该提案已在2015年11月30日召开的董事会上，获得与	

	 会董事一致通过。现将现有章程和修改后章程对比列表，红色是修改的	

	 内容，提呈大会核准。修改主要内容：

					 第一：增加董事会的人数，请参见第119页。票选董事由26人增加到35	

	 人；当然董事由2人增加至3人；增选董事由7人增加到14人。

					 第二：42届董事会当选后，为加强与七邑的联系，举办了七邑聚餐轮请	

	 活动，针对七邑对委派的特别董事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提出异议，修	

	 改章程时特赋予特别董事发言权及表决权。

					 第三：提高总务、会长及会员大会的开支审批额度，详细内容见第三十	

	 五条。

	 5.1	 会员杨有瑞提出以下修改建议:

							 	 第一：第96页第五条（5）“all	members	will	have	to	pay		

	 	 an	annual	subscription	fee	as	decided	by	the	board.”建	

	 	 议将will改为shall。因为will是可交可不交，而shall是必须交。

							 	 第二：第107页第二十四条（乙）“每邑至少须有董事一名”做不	

	 	 到，选举时根本不知道谁是哪个邑的。既然做不到，不如取消。

						 	 第三：第113页第三十四条（乙）建议改为：本会馆零用金，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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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保管之，以一千元为准的定额制。

	 	 主席郭明忠认为：之所以每邑至少有一位董事，是为了八邑的团	

	 	 结，是原章程延续下来的。增选时可以按照次多票选入董事会。

	 	 黄建铭认为：章程是原则性规定，财务制度可能更新，所以不宜	

	 	 写明哪个制度，这样有一定的伸缩性。

	 	 曾建权也认为：不宜写明哪一种财务制度，如果财务制度变了，	

	 	 章程也要变，不管什么制度限定金额是最直接的表述。

		 5.2		 会员李钦如提出第86页第五条（5）:“in	additional”	应改为	

	 	 “in	addition”。

		 5.3	 会员陈丽丽提出第三十四条：零用金不超过1000元改为零用金	

	 	 1000元或者更高数额，由董事会讨论决定。

							 	 会员杨俊强同意陈女士的提议，建议大家举手表决。

							 	 主席郭明忠发言：感谢陈女士和杨先生的好意，让董事会有伸缩	

	 	 性，这个问题曾讨论过，还是认为会馆不宜留放太多现金。

	 	 大会举手表决，有77位会员同意仍保留1000元以下零用金的提	

	 	 案，2位会员反对。大会决定仍保留1000元以下零用金的提案。

	 5.4			 主席郭明忠补充：修改章程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扩大董事会的阵	

	 	 容，	吸纳人才。现在会馆会务活动比以前多，不仅是国内，国外	

	 	 各种会议如国际潮团和国际潮青活动也是八邑会馆组团参与。现

	 	 有董事成员虽不乏商界领袖，但时间有限，难以应酬。今年举

	 	 办“潮人企业家奖”也是为了挖掘人才，吸纳热心社团活动的潮	

	 	 籍人士参加会馆。42届董事会就开始筹划修改章程的工作，先了	

	 	 解会务，再倾听各邑的心声，43届董事就职后由黄建铭主导，着	

	 	 手进行修改工作，历时一年的时间。修改中，感悟到先辈在拟定	

	 	 章程中的智慧，各方面考虑得十分周详和严谨。这次修改章程要	

	 	 求各邑委派正副会长、总务或财政之一担任本会馆特别董事，如	

	 	 果委派该邑会长或主席，则自动成为本会馆副会长，其他人选则	

	 	 为特别董事。另外考虑到醉花林俱乐部已不仅是社会贤达聚集和	

	 	 活动场所，更是为潮籍人士提供文化交流和商业往来的平台，社	

	 	 会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增加醉花林俱乐部正或副总理一人为当	

	 	 然董事。

	 5.5		 会议决定将第96页第五条（5）“will”改为“shall”。

	 	 会议同意朱时生律师的建议，第107页第二十四条（乙）“每邑至	

	 	 少须有董事一名”保留不便。

						 	 会议决定第86页第五条（5）:“in	additional”	应改为“in		

	 	 addition”。

	 	 会议一致通过修改章程提案，并鼓掌祝贺。提案将提交社团注册	

	 	 局，待批准后方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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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会员发表意见

	 6.1	 会员姚维荣发言：《二零一五年度会务报告书》与往年的不一	

	 	 样，很有水准。

	 	 主席郭明忠补充：前两年召开会员大会有会员就黑白的《报告

	 	 书》提出意见，要求印彩色的。董事会采纳了会员的建议，从设	

	 	 计到内容编排都有改进，以图文并茂方式呈现，方便会员更容易	

	 	 了解会馆丰富多彩的活动。

	 6.2		 财政曾建权补充：国内外事务组活动经费都是自筹，其他小组比	

	 	 如文教组的活动都有预算，今年不得超过1万元。董事们出国参加	

	 	 会议或拜访也都是自费。

	 	 主席郭明忠补充：确实如此，董事们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会馆重	

	 	 要活动多些经费，为会员多谋些福利。

	 6.3	 会员姚维荣发言：可否设立网站，集思广益，为会馆增加财源，	

	 	 让会员随时将好的建议，发给会馆，供会馆参考。

	 	 余共华发言：网站、面簿都有。只是网站一些资料已经过时，正	

	 	 在重组，估计下个月可以推出新的网站。

	 6.4		 会员杨俊强建议：建立会员WhatsApp群、微信群，这是既省钱	

	 	 又便利的通讯方式，可将活动信息及时通知会员。

	 	 会员姚维荣表示赞同并认为手机比网站更便利。

	 	 余共华发言：去年开始用WhatsApp建立了董事群及个别活动	

	 	 群，今后逐步扩大到与会员的联系，让会员通过这个渠道了解会	

	 	 馆的活动。

	 6.5		 莊宪明发言：参加八邑会馆的目的是为了学习潮州话，多讲方	

	 	 言，建议会馆召开会议、举办活动尽量找潮州人，讲方言。

	 	 荣誉董事曾国和认为：随着时代的进步、要求新一代会员、领导	

	 	 人讲流利的潮州话很难，他也尝试学潮州话，但掌握潮州话真的	

	 	 不容易。要求接受现代教育的新一代，像50年前先贤一样讲潮州	

	 	 话，苛刻地限定会馆举办活动都用潮州话，不现实。

	 	 会议决定：会馆开会使用华语，私下交流用潮州话。

	 6.6	 董事陈天荣发言：董事们虽然都很忙，但仍抽时间来会馆做事	

	 	 情，既出钱又出力，大家给董事们掌声。

	 	 会员陈福记也表示：愿意参与会馆的活动，为会馆出力，以回馈	

	 	 社会。

7.			 	茶会

	 会议结束，大家享用茶点，11时40分到潮州大厦门前观看精彩的舞狮表	

	 演，12时新春团拜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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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丙申年新春团拜

	 2016年2月13日在潮州大厦义安礼堂举办新春团拜，	8头欢腾雀跃的“	

	 狮子”迎接主宾新加坡总理公署部长陈振声莅临，人力部政务部长张	

	 思乐、中国大使馆参赞兼总领事刘红梅和台湾代表处代表张大同，约	

	 250名商会、社团领袖以及会馆会员和乡亲出席。

	 郭明忠会长致辞时，回顾了2015年会馆主要会务	 	

	 并展望2016年会务工作。2015年完成了43届董	

	 事换届改选，组织了新一届董事集思广益，制定	

	 未来会馆发展方略的集思营活动；荣获宗乡会馆	

	 联合总会颁发的“2014年度杰出会馆奖”；由		

	 李志贤副教授和何奕恺博士联合主编、新加坡国	

	 立大学中文系和本会馆联合出版的《新加坡潮人	

	 社团出版物辑录》面世，该书具有很高的学术研	

	 究价值。

	 展望未来，2016年有三项重点工作。刚刚开完常年会员大会，通过了	

	 修改章程的议案，新的章程将扩大董事会成员；年中评选“潮人企业家	

	 奖”活动，旨在挖掘潮籍人才，吸引更多年轻企业家为会馆为社会服	

	 务；年底举办第二届潮州节，展区地点设在金沙，面积比第一届扩大超	

	 过百分之五十。希望会员积极参与，出钱出力，办好潮州节。

郭明忠：希望会员

积极参与潮州节。

欢乐的团拜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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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声：每次到八邑会馆

都能感受一种不断向上的

力量。

陈振声部长（前排左五）与本会馆董事合影留念。

	陈振声部长在致辞提到，每次来到八邑会馆都能感

到一种不断进取、向上的力量，会被这种力量所鼓

舞。他说，成功地举办了第一届潮州节，今年要办第

二届潮州节，希望办得更有声有色，让新加坡人品尝

潮州美食和欣赏潮汕文化。同时也谈到今年的经济形

势，虽然不会比去年好，但也不会比2008、2009年

差。这是世界经济周期的表现，新加坡面临人力资源

短缺，网上购物的日渐盛行，传统零售业受到冲击等

等困难。中、小型企业要注重自身结构性的调整，

才能在经济复苏时赢得一席之地。	伴随着阵阵锣鼓

声，龙田武术龙狮团表演了精彩的舞狮采青，接下来是美猴王表演，最后拉

萨尔艺术学院的学生呈献无伴奏合唱，演唱曲目有《贺新年》、《甜蜜蜜》、

《Jambalaya》和《恭喜恭喜》。团拜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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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举办“潮人企业家奖”评选活动

为了秉承潮人先辈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本会馆首次推出“潮人企业家

奖”活动。旨在表彰新加坡潮籍成功企业家，弘扬他们在创业道路上坚	

韧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激励年轻潮人学习、借鉴前辈的经验，不断	

开拓自身的事业，为社会做出贡献；同时吸纳更多的优秀人才参加会	

馆，为潮籍乡亲服务。

	

许宝琨：新点子和创新对公司至关重要。

“潮人企业家奖”活动，从2014年

初开始构思筹划到今年组织实施经历

了漫长的过程。2016年2月5日在潮

州大厦义安礼堂举办“潮州企业家

奖”新闻发布会，贸工部兼国家发展

部政务部长许宝琨出席推介仪式。许

宝琨政务部长在致辞时说，不论起步

公司还是已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新点	

	 	 子和创新至关重要，要通过研究和科技进步，不断创造新的商业模式改	

	 	 良现有供应链，才能保证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社会政要、社团领袖、商	

	 	 业人士及媒体代表约120人出席了发布会。

	 5月5日至6日组织评审会，从参选的40多家企业中，评选出28家“卓越	

	 企业家奖”和“杰出企业家奖”。评审团的评委是：

1 郭明忠 潮州八邑会馆会长/面包物语集团主席

2 吴木興 潮州八邑会馆副会长/新晔科技创办人兼总裁

3 周沐丽 标新局助理局长（企业能力与合作关系管理）

4 蔡特鑫 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副局长

5 陈颂国 尼克夏国际集团执行董事兼尼克夏中国主席

6 翁晔毅 王律师事务所副主席

7 翁木深 新兴栈科技董事长

8 符标雄 荣寿司执行主席

	 “卓越企业家奖”获奖者的生意须经营至少五年、营收至少1000万	

	 元、拥有至少三年经审核财务报表，以及在发展和扩充业务方面展现企	

	 业家特质。“杰出企业家奖”	获奖者的生意须经营至少三年、营收在	

	 100万元至1000万元之间，同时在发展业务方面展现企业家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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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企业家奖

1 周文添 ADAM	KHOO	LEARNING	

TECHNOLOGIES	GROUP	PTE	LTD	总裁

2 唐添寿医生 鹰眼科中心私人有限公司	

集团主席兼医疗总监

3 王彩凤 HEINRICH	FOOD	PTE	LTD	营业经理

4 林锦全 艺华设计私人有限公司	董事经理

5 陈展鹏 精工科技集团私人有限公司	集团总裁

6 黄海庆 丽都摩哆私人有限公司	主席

7 黄耀隆 MARKONO	PRINT	MEDIA	PTE	LTD	

董事经理

8 黄伟忠 国际床褥私人有限公司	董事

9 吴荣福 美加德工业私人有限公司	董事经理

10 罗利永 MHC	医疗网络亚洲集团	总裁兼创办人

11 丁美瑛 MTM	SKINCARE	PTE	LTD	主席

12 许惠民 建益私人有限公司	董事经理

13 谢文强 THE	SEAFOOD	COMPANY	PTE	LTD	

董事经理

14 陈保成 TOP	ZONE	CONSTRUCTION	&	

ENGINEERING	PTE	LTD	董事经理

15 张学彬 优联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16 姚俊源 ZACD	INVESTMENTS	PTE	LTD	创办人

杰出企业家奖

1 林彦京 亚洲综合房地产服务私人有限公司	总裁

2 王毅威 原产机械私人有限公司	董事经理

3 曾宪漳 DC13	物业私人发展有限公司	总裁

4 余伟亮 GE	LINES	PTE	LTD	董事

5 吴俊明 慧师傅国际专业风水	师傅

6 黄琬钦 PORCELAIN	PTE	LTD	创办人兼董事经理

7 陈申泉 ROYAL	BUSSAN	SINGAPORE	PTE	LTD	

董事经理

8 张仰兴 TEO	HENG	KTV	STUDIO	董事

9 李泽恩 Thatz	International	Pte	Ltd	总裁兼创办人

10 魏松濠 团缘肉骨茶私人有限公司	董事经理

11 邹杰威 VERTEC	(PRINTEC	PTE	LTD)	销售经理

12 陈俊元 正道集团私人有限公司	总裁

6月17日晚7时在丽思卡尔顿酒店举行颁奖礼，副总理兼经济及社会政策统筹部

长尚达曼担任主宾。出席颁奖礼的其他政要还有国家发展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

许宝琨，议员林伟杰、钟丽慧、颜添宝、陈佩玲、刘程强、林瑞莲，前国会议

员成汉通、李玉云。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陈晓东、参赞兼总领事王家荣、驻新加

坡台北代表处代表张大同。潮社、其他族群社团代表，商业名流，获奖企业代

表共近800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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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公布新兴栈集团主席翁烈强获颁“荣誉企业家奖”；GE	LINES董事余伟

亮、Thatz	International总裁李泽恩和PORCELAIN董事经理黄琬钦荣获“最

杰出企业家奖”；精工科技集团总裁陈展鹏、MARKONO印刷媒体公司董事经

理黄耀隆和优联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学彬获颁“最卓越企业家奖”。

副总理尚达曼与获奖企业家合影。

活动圆满落幕，国内外事务组成员为自己辛勤的筹划及付出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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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拜访福建会馆

2016年8月6日会长郭明忠亲自带队，共35人拜访福建会馆，福建会馆

副会长蔡成宗、陈笃汉及总务陈奕福等21人接待了拜访团。

蔡成宗副会长代表福建会馆致欢迎词，他认为从语言上闽南语与潮州话

有50.4%是互通的，文化也有相同地方，都具有敢于拼搏、开创进取的

特质。福建会馆和潮州八邑会馆同属于地缘性组织，也是新加坡两个最

重要、最大的华人社团组织，福建人和潮州人加起来约占新加坡华族人

口的62%。都重视教育和注重传承华族传统文化，兴办学校，肩负为国

家、社会培育人才的重任。近几年八邑会馆在郭会长的领导下，举办了

很多活动，荣获2014年度杰出会馆奖，近期举办的潮人企业家奖活动，

受到潮州族群的赞赏。

郭明忠会长发言中提到，潮州

民系属于闽南民系的一支，有

较多相近的地方。福建会馆和

潮州八邑会馆同属1986年新加

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创会会

馆。作为华人两大族群的福建

人和潮州人，福建人占华族人

口43%，潮州人占21%。非常

敬佩福建先贤，如陈嘉庚、陈

六使等非常重视教育，创办了

学校，爱同、道南这几所小学

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30年前

开办的文化学院，培养出很多

新加坡艺人以及优秀表演团体

的演员。八邑会馆前来交流的

目的就是向福建会馆学习，在

教育、文化、艺术方面向福建

会馆讨教。

交流气氛和谐、融洽。两大会

馆的领导通过一起切磋和交

流，加深彼此间了解，有助于促进双方会务的发展与合作。

交流现场福建会馆礼堂。

交流座谈后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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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加“第九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

本会馆代表团出席第九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欢迎晚宴。

国际潮青联谊年会是潮籍青年国际性联谊组织，自2004	年5	月成

立以来，以促进及加强国际潮籍青年彼此间之联系，加强全球潮

籍团体及组织	间之合作，弘扬潮汕文化，推动慈善公益，建立全

球资讯网络，增强凝聚力为宗旨，为世界潮籍青年的团结与发展

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6	年8	月25	至27	日，第九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在中国天津

市梅江会展中心隆重召开。年会以“津汇新潮、青春梦想”为主

题，由天津市潮人海外联谊会青年委员会主办、中共天津市委统

战部、天津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支持举办，汇聚了来自世界19

个国家和地区80	多个潮藉社团的800	多位潮藉青年精英、代表。

天津市潮人海外联谊会青年委员会会长、国际潮青联合会副会长

郭丰海担任大会主席。	本会馆林雍杰、吴南祥、陈辉明、许雪

卿、黄亮、郑勇棉、黄朝群、郑良财和许子爵代表本会馆出席年

会。第十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将于2018	年在香港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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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举办“潮州节2016”

	 2016年12月9日至18日，一连10天在滨海湾金沙会议与展览中心1楼A展	

	 厅举行第二届潮州节	——“潮州节2016”，展厅面积达到4万5000平方	

	 英尺。这个集文化、艺术、展览、学术论坛、美食和传统工艺的综合性	

	 大型文化活动比2014年第一届潮州节不仅展区面积增加逾百分之五十，	

	 还特别增添精彩的文化与艺术活动，包括侨批展览、潮州音乐会和潮籍	

	 博士论坛等。

	 为宣传推广本届潮州节，10月25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郭明忠会长明确指	

	 出举办潮州节的目的，一是推广传统习俗和发扬潮汕文化，让年轻一代	

	 认识到潮州文化的优秀，因喜欢进而学习传统文化。二是团结所有潮籍	

	 人士和社群。

	 12月9日举	

	 行“潮州节	

	 2016”暨“	

	 第四届国	

	 际潮籍博士	

	 论坛”的开	

	 幕式，开幕

	 式以潮州大

	 锣鼓热闹开

	 场，	威风凛

	 凛的八大将	

	 军代表着潮

	 州八邑潮安

	 、潮阳、揭阳、普宁、澄海、饶平、南澳与惠来，声势浩大地列队入	

	 场。开幕礼冠盖云集，卫生部长颜金勇为开幕式主宾，出席开幕礼的政	

	 要还有总理公署、外交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杨莉明、总理公署高级	

	 政务部长王志豪、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人	

	 力部政务部长张思乐、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次长马炎庆、阿裕尼集	

	 选区两位议员刘程强和林瑞莲等。几乎所有潮团领导人，还有其他籍贯	

	 的华社领袖都应邀出席开幕式。其他从国外专程前来的贵宾包括潮州市	

	 市委书记李水华、潮州市政府代表团、世侨会代表团以及出席“第四届	

	 国际潮籍博士论坛”的海内外约150名各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

卫生部长颜金勇与本会馆会长郭明忠共同击锣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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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金勇部长在致辞中肯定本会馆在弘扬潮汕文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他认为经

济发展固然重要，但文化体现一个国家、民族和个人的价值观和素养，所以文

化修养和团结互助的精神也一样重要。共同的文化认知，能在国家遭遇到困境

时团结国人，让每个国民以“家己人”的精神，同心协力，共克时艰。文化教

育活动在保留传统习俗和发扬正确价值观等，发挥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值得

支持和推崇。他呼吁本地社团在各领域积极推广文化，可把服务对象扩大到整

个族群，造福国家。

部分嘉宾兴致勃勃地观赏演出节目。

左起林雍杰、颜金勇、郭明忠、沈颖、马炎庆等观赏“	四点金”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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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上午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应邀参观潮州节。欣赏了小

梅花艺术团表演的精彩武剧《挡马》，以及颁发用纯金打造的“潮剧金卡”纪

念品给主要赞助商。他表示本届潮州节展览富有教育意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

展示出潮州文化遗产。得知许多年轻人积极组织与参与筹办潮州节，他深表欣

慰。他希望年轻人能因此体会和珍惜本地潮州群体的文化与历史。

教育部长（高等教育及技能）兼国防部第二部长王乙康也来到潮州节现场，看

到现场售卖的糖葱薄饼，不禁想起外婆和童年，小时候经常和外婆去外公经营

的眼镜铺，铺子旁就有一家糖葱薄饼店，经常去吃。他说：“我们都要对我们

祖先的历史有一点认识，而新加坡自身的认同感及文化就是这样从中产生的，

并不是说我们来到新的地方就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化。其实，我们是以祖先的文

化慢慢凑成一个多姿多彩、多样化，犹如万花筒的新加坡文化。”

观看潮剧表演右起，吴木興、郭明忠、张志贤、林雍杰、蔡纪典、林镇成。

王乙康部长在灯笼上题写“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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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潮州节从方方面面注重弘扬潮州文化，推出一款以潮州粿作为设计

主题，名为“Heng	Heng兴兴”（潮州话指幸运）的手机游戏应用程

序，让公众以轻松的方式体验传统潮州文化。

本届潮州节发行“潮州人·家己人”现金卡及限量版现金套卡。现金卡

供访客在会场选购美食、土特产和工艺品时付款使用。现金套卡一套六

张，供个人收藏及馈赠亲朋好友。现金卡画面设计题材取自于六部潮剧：

《苏六娘》《桃花过渡》《柴房会》《闹钗》《井边会》和《东吴郡主》。

“潮州人·家己人”现金卡。

潮州节筹委会主席林雍杰（左一）颁发手机游戏一等奖及二等奖给两名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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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侨批文化馆  移民奋斗史

“潮州节2016”把近10％（4000多平方英尺）的展览空间辟为侨批文

化馆，是上届潮州节“潮州人过番史”的延续。侨批是指外出谋生时寄

回家乡的书信和汇款，曾是先辈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蕴含丰富

的文化内涵，记录下先辈刻苦耐劳、艰辛打拼的奋斗史。文化馆分为六

部分。

侨批馆负责人李志贤教授向颜金勇部长介绍展馆内容。

公众参观八邑会馆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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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小朋友在文化馆前唱潮州歌谣，公众纷纷随声附和	。

第一和第二部分讲述先辈漂洋过海的历史背景，展出300个“猪仔钱”。

这些用陶土烧制，由猪仔馆私自发行的“钱币”，目的是操控南来苦力

的经济自由。

第三部分讲述侨批的性质和历史文化意义，展出珍贵侨批文物。其中50

封侨批借自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本会馆也从本地征集来的150

封侨批中选出精品展出。

第四部分介绍最早负责递送侨批的“水客”，以及新加坡潮州人所经营

的批局和民信业，及其运作模式等。

第五部分介绍民信业知名潮州商人，例如致成号的掌门人黄仙舟，再和

成伟记的李伟南，有信庄的黄芹生等。	这些民信业的富商，很多也是新

加坡潮州八邑会馆的领导人	。

第六部分着重介绍潮州八邑会馆的历史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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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品种繁多的美食及土特产

	 5.2.1	 美食

	 潮州节的美食区共有20多个摊位，既有本地，也有外地的潮汕美	

	 食。来自潮汕地区的美食有爽脆清甜的粤兴牛坊牛肉丸、香味	

	 四溢的广东建业卤鸭、鱼胶汤，金龙宾馆的传统小吃（潮州核桃	

	 包、潮州鼠粬粿、潮州白饭桃、香煎腐皮卷、凉冻菠萝卷、潮州	

	 鸭母潋）还有汕头正宗小食“阿彪蚝烙”。

本地著名潮州美食有大巴窑汕头海鲜酒楼的潮州烧卖、潮州水晶

包、潮州卤肉包、潮州粉粿、白果芋泥、水粿、“一口味”的薄

饼、麻糍和蒸糕、品潮轩的芥兰粿条和肉骨茶、深利的肝花、虾

枣、猪脚冻、“老林面薄”、泰式潮州猪脚饭、泰国糯米芒果、

烤猪肉串等。一名新移民也带来新研发的潮式肠粉；潮州八邑会

馆“夫人团”亲手做的双拼肉粽、笋粿、韭菜粿和潮州油饭也大

受欢迎。

潮州节美食区几乎天天都挤满了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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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亲朋好友，共享潮州美食	。

表皮像水晶一样晶莹剔透的潮州水晶包嫩滑鲜美，

每天售出1200粒。

“夫人团”亲手制作家乡味十足的双拼肉粽、潮州

粿以及潮州油饭	。

香味浓郁的卤鸭套餐每天售卖超过800份。

每天售出600多盘“汕头阿彪蚝烙”，过了午餐时

间摊位人龙依然不减。

潮轩推出芥兰粿条，火候掌握得好，每一口都可以

吃到粿条的香味。

李成智夫人（左二）品尝潮州美食。

“一口味”的薄饼配料达十多种，沙葛是用秘方烹

煮，不用虾米提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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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  潮汕土特产

	 	 土特产品种多样，如潮州三宝（老药桔、老香橼和黄皮	

	 	 豉）、凤凰茶铁观音、鱼胶、糖葱薄饼、龙标燕窝、沙茶	

	 	 酱；还有泰茂栈招牌豆沙糕、糖条、凤梨饼、保健品等。

土特产区的购物人潮。

泰茂栈77岁蔡正来老师傅现场示范制作香味扑鼻

的“豆方”	。

爱多美保健公司现场派发礼包。

沙茶酱的摊口吸引不少访客	。

公众选购潮州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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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手工艺品及纪念品

本届“潮州节”展卖中国潮汕地区特选手工艺品，包括潮州木雕、潮州

刺绣、陶瓷、手拉壶、油纸灯笼等等，同时也在现场制作示范。

专为潮州节创作的桃粿和月饼形状抱枕、印有传统潮州童谣的小型多用

包，以及各式“潮人”T恤，时尚又富有传统趣味。三款小型多用包的背

面也各印有一首著名潮州童谣。印有“我是小小潮州人”字样的儿童T恤

十分畅销，两天全部售出。

青年团12名团员，巧思妙想花费半年多时间设计制作的陶瓷杯、潮语贴

纸，也很受欢迎。每张贴纸仅有二至四个字，以轻松有趣的方式让人们

学习潮语。

颐陶轩陶瓷，有仿宋代青白釉、枫溪窑及吉祥系列

产品	。

煌园油纸灯笼第三代传承人陈周茂，在潮州节上

展示油纸灯笼制作技艺。

兴兴系列产品的设计师和她的作品。

潮绣丰满浮突、起伏多变、色彩艳丽又细密。图为

工艺师现场刺绣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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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文艺表演

“潮州节2016”表演大舞台，呈献连台融合传统与现代的音乐及艺术

表演。揭阳小梅花艺术团精湛的潮州戏曲演出再度大放异彩，来自潮汕

RAP乐团“一指团体”的年轻歌手表演潮州绕口舌和快歌劲曲，引爆全

场观众的情绪。本地南华儒剧社也呈献多场精彩的折子戏。柔佛潮州八

邑会馆潮语学堂应邀于12月11日进行两场潮州歌册表演。12月15日汕头

潮乐团特意赶至潮州节现场演奏潮乐精品曲目。

为期10天的潮州节，小梅花艺术团每天呈献六场演出，每场表演约45分

钟，由不同的折子戏或各种表演片段组成，包括《陈三五娘》、《春草

闯堂》、《柴房会》、《三岔口》、《桃花过渡》、《托媒选婿》、《

十八相送》等。今年还在舞台背景板上打出中文字幕，让不熟悉潮州话

的年轻一辈，也可以观赏传统的潮剧表演	。

表演大舞台前的200多张椅子每天座无虚席，有些公众不得不站着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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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梅花剧团呈献潮剧《挡马》。 小梅花剧团的另一场精彩折子戏《金花送郎》	。

“一指团体”在潮州节现场演出。

南华儒剧社呈献精彩潮剧《别窑》。

柔佛潮州八邑会馆前来助阵，呈献潮州歌册表演。

汕头潮乐团在金沙潮州节现场演奏精品潮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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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潮音汇狮城》音乐会

“潮州节2016”的重要节目之一，是本会馆与南华儒剧社及醉花林俱乐

部联办的《潮音汇狮城》音乐会。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担任主

宾。受邀前来的中国汕头潮乐团于12月16、17日在新加坡大会堂呈献两

场演出。因门票两天内全部售完，主办当局后来决定加演一场，以飨本

地观众。

汕头潮乐团派出30名专业演职人员，演奏12首曲目，既有气势磅薄的潮

州大锣鼓、富有宫廷风韵的笛套古乐，又有绚丽多姿的弦诗乐、沁人肺

腑的细乐，还有诗情画意的潮州秦筝，肃穆飘眇的庙堂音乐。包括潮州

小锣鼓《画眉跳架》、潮州弦诗乐《浪淘沙》（轻六调）、潮阳笛套苏

锣鼓《灯楼》，以及潮州大锣鼓《春满渔港》等经典名曲。

南华儒剧社与汕头潮乐团联袂呈献潮曲对唱《爱歌》（潮剧《春香传》

选段）及《灯笼歌》（选自潮剧《桃花过渡》唱段）。

汕头潮乐团呈献“同根花叶、四海潮音”的潮乐飨宴。

演出结束，傅海燕部长和本会馆董事与演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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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第四届国际潮籍博士论坛

12月9日至10日，由本会馆与国际潮籍博士联合会联办，新加坡中文与东

方语文资讯处理学会协办，猛狮科技赞助的第四届国际潮籍博士论坛在滨

海湾金沙会议与展览中心举行。当日嘉宾云集，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

部政务次长马炎庆，潮州市委书记李水华、潮州市委常委徐和，揭阳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林丽骄等来自海内外的数百名行业专家和企业代表逾三百人

齐聚一堂，探讨时下热议的人工智能等相关议题。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智能未来——机遇与挑战”。国际潮籍博士联合会主

席陈幼南在开幕式上致辞表示，本届论坛旨在抓住全球人工智慧发展的新

契机，推动潮人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合作和成果转化，为潮人企业的科技产

业需求提供自己的技术资源平台，并探索论坛可持续发展的举办模式。借

助新加坡“潮州节2016”举办的契机，与潮州节携手合作，展示潮汕文

化、历史、美食和潮人成就在东南亚的传承和发展，介绍潮人在科学和人

文研究领域上所做出的贡献，并且通过研究成果的展示，撮合商机，为潮

人事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更大的平台。

南洋理工大学高等

研究所创所所长潘

国驹教授主持论坛

并作《新加坡潮人

文化及未来展望》

的开场演讲。嘉里

物流主席杨荣文作

《潮州人的身份认

同与智能未来的关

系》的大会演讲。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

洲竞争力研究所所

长陈企业、新加坡

国立研究基金会总裁刘德成、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姚期智、百度

副总裁王海峰、新加坡科学馆馆长林直明、前海仁智资本管理（深圳）有

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柯炜江等，在9日和10日的论坛上先后作《“

一带一路”的大策略：机会、挑战和敏感性》《保障新加坡的未来，建设

一个能适应未来的城市》《计算机科学的新黄金时代》《语言与智能》《

新加坡科学馆如何转型》《未来，只等你来！》等主题演讲。

杨荣文在“第四届国际潮籍博士论坛”发表专题演讲后回答观众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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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志愿者

潮州节到处可见年轻的面孔，洋溢着青春气息和活力。120多名年轻志

愿者，担任收银员、导览员、销售员和讲解员等，让公众感受到全方位

的“潮人”文化。

23岁的陈凯欣就是一名志愿者，她担任“侨批馆”的讲解员，负责向访

客讲解展览内容。在讲解中她发现这些潮州文化，即使六七十岁的年长

一代也未必知晓。不禁深有感触地说	：	文化正在消失，担任讲解员，对

我来说是一个学习过程，让我更了解自己的文化。

一连十天，文教组组织书法家现场挥春，赠送春联给访客。领取春联的

访客排成长龙，公众不惜等候一个小时领取春联。还有大学生为公众现

场“写批”。23岁的李卓伦就是一名“写批人”，	为了这次的潮州节特

别拨出五天来帮忙，每天工作约10小时。李卓伦认为，侨批原本就是用

来向家人报平安的，因此也能用来传递祝福。

“写批人”李卓伦（中）应邀与索批的公众合影。现场挥春，赠送春联。

排队等候领取春联及侨批的公众。 黄志明部长（中间穿粉红衣者）	与志愿者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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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潮州节慰劳宴

10天的潮州节现场人潮络绎不绝，几乎天天爆满，17日仍有近1万5000

人次到场。18日晚上小梅花艺术团最后一场演出，台下依然座无虚席，

有不少公众全程站着欣赏。本届潮州节反应热烈，10天内到场公众超过

15万人次。	最后一晚举行了慰劳晚宴，教育部长（学校）兼交通部第二

部长黄志明受邀出席慰劳会并颁发感谢状给筹委会工作人员。

黄志明部长（中）颁发感谢状给志愿者詹卓嘉（左二）和林樱楠（左四）。

“潮州节2016”最后一天美食街人头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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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节2016收支报告
TEOCHEW	FESTIVAL	2016	INCOME	AND	EXPENDITURE	STATEMENT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16

2016	S$

潮州节收入The	Teochew	Festival	Income

赞助	Sponsorship 6,000

第四届国际潮籍博士论坛	4th	Int’l	Teochew	Dr	Forum	
Income

100,731

销售额	Sales 1,078,449

现金卡	Customised	Nets	Card 95,852

套装金卡	Gold	Customised	Nets	Card	set 93,458

售票额	Tickets	sales 404,194

佣金	Commission	Income 132,877

1,911,561

潮州节支出The	Teochew	Festival	Expenditures

销售费用	Cost	of	sales 116,084

人工费	Cost	of	sales	-	Labour	cost 571,505

支付佣金	Cost	of	sales	-	Commission 225,684

材料费用	Cost	of	sales	-	Material 58,658

机票	Airfare 6,866

印刷	Printing 200,805

场地租赁费用	Venue	Rental 11,839

运输费	Transportation 610

礼品与纪念品	Gifts	and	Souvenirs 49,665

杂费	Miscellaneous 1,481,630

管理费用	Event	Management	Fee 102,804

住宿费	Acommodation 14,000

视频录像设备	Audio/Visual	Equipments 7,019

银行费用	Bank	charges 150

赠送门票	Complimentary	Tickets 2,124

展览室内设计	Exhibition	Interior	Design 5,824

货物运输费	Freight	Charges 5,754

义工费用	Manpower 136,833

宣传费	Media	Buy 1,808

会员费用	Membership	Costs 5,830

摊位装修费用	Stalls	decoration	Fee 35,224

进口关税	Import	duty 171,298

第四届国际潮籍博士论坛	4th	Int’l	Teochew	Dr	Forum 3,212,013

盈余	Surplus	/	(亏损)	(Deficit) (1,30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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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教组活动

6.1	 2016年1月24日（星期日）下午2时正，在碧山俱乐部大礼堂与	

	 	碧山民众俱乐部联办第113次“书画交流雅集”	----	丙申猴年挥春	

	 活动，为乡亲祈求和谐、富裕、平安、幸福的来年。

6.2		 2016年2月13日在潮州大厦一楼义安礼堂举办新春团拜现场挥春		

	 ----	即第114次“书画交流雅集”活动。

6.3		 2016年3月13日下午3时至5时本会馆与碧山民众俱乐部联合举办	

	 第115次“书画交流雅集”活动，地点在碧山民众俱乐部，本次雅	

	 集由王运开书法家与大家分享学习与推广书法的体会。

6.4		 今年3月20日至5月8日，本会馆特邀杨爱云女士主持“亲子潮语	

	 童谣班”，目的是为中小学生提供一个切入点，从朗朗上口的童	

	 谣中学习潮州话。与此同时，由于家长也需要陪同儿孙前来上	

	 课，所以也借此建立了更亲密的亲子关系。“亲子潮语童谣班”	

	 一连八节课，吸引了十多名家长与学童参加，最后一天的结业礼	

	 上，家长们都表示这个班非常有意义，是推广潮语和文化传统的	

	 一个轻松有趣的途径，并希望本会馆能再举行此类活动及课程。

陈振声部长（中）在一旁观看书法家洪云生现场挥毫。

杨爱云女士（中间穿橙色衣者）与童谣班学生及家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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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2016年4月27日下午公教中学近40位学生和老师到会馆参观。文	

	 教组主席蔡深江接待来访的师生。蔡深江带领学生参观义安展览	

	 厅，然后座谈交流。他介绍了义安公司及本会馆的发展史，介绍	

	 会馆现任会长及副会长、会馆的主要活动，着重宣传了今年12月	

	 将要举办“潮州节2016”。同学们产生浓厚的兴趣，争先举手提	

	 问，比如为什么叫义安公司？会馆存在的意义？为什么要学潮州	

	 话？福建和潮州哪种文化更好？传承传统文化的意义？蔡深江一	

	 一认真回答。在回答传承传统文化意义时他强调，传统文化，就	

	 是“根”，是文明成果根本的创造力，是民族历史上道德传承、	

	 各种思想、精神观念形态的总体；文化是精神层面的追求，是决	

	 定一切的内在驱动力；文化又是社会意识形态、民族思想精神、	

	 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根本，直接关系到民族的整体素质和社会的凝	

	 聚力。失去了文化就丢掉了“根”，就像浮萍一样，跟从别人	

	 跑。继承了文化的多样化，我们的社会才更加丰富多彩。最后同	

	 学们表示愿意为即将举办的“潮州节2016”出力。

蔡深江在回答公教学生的提问时，	强调“根”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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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2016年8月28日（星期日）下午2时30分至5时,	在碧山民众俱乐

	 部四楼会议厅，本会馆与碧山书艺会联合举办第116次“书画雅

	 集”活动，由书法家苏德茂书法家主讲“草书的创作与欣赏”。

								 文教组副主席陈丽卿代表八邑会馆为《苏德茂书法集》一书写献	

	 词，献词中不但赞赏苏德茂的书法造诣，而且肯定了苏先生在八	

	 邑会馆举办的书画雅集活动中所做出的贡献。

6.7			 2016年9月25日（星期日）下午3时，在面包物语9楼礼堂举办第

	 117次“书画雅集”活动。活动由文教组副主席陈丽卿主持，著名

	 书法家王运开主讲＂中华书法的当代之路＂，吸引了大批老中青

	 书法爱好者前来交流。

			 王老师深入浅出地分析当前中华书法所面对的问题，以及中华书

	 法的风格演变道路，让听众明白书法的当代使命，以不同的角度

	 去欣赏现代书法作品。王老师也将亲身编辑的＂南洋书法＂季

	 刊，免费赠送书法爱好者。

					

6.8		 2016年10月30日（星期日）下午3时，在面包物语9楼礼堂举办	

	 第118次“书画雅集”活动。由马双禄主讲＂楷书的结体特点＂，	

	 讲座通过对楷书不同结构字型的具体分析，阐述楷书造型的一般	

	 规律和具体要求，分析学习者容易出现的思维误区和常见问题，

以及产生这些

问题的具体原

因和解决方法

。使学习者可

以在较短的时

间掌握楷书的

结构特点，提

高学习效率，

写出清秀端正

的楷书。本会

馆文教组副主

席陈丽卿主持

此次雅集活动

	 ，当天到场人员爆满，不得不临时增摆座椅，即便这样椅子仍不	

	 足，有些书法爱好者不得不站立聆听。据统计，超过130人出席讲	

	 座。

	

马双禄现场挥毫示范，吸引众多围观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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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潮州节2016”期间，文教组副主席陈丽卿组织6位书法家，一连	

	 10天，从中午12时至晚8时在现场挥毫，书写对联赠与前来参观潮	

	 州节的访客。

	 领取对联的访客排成长龙，书法家无法停笔，无暇休息，只得尽	

	 情挥洒。岁末将至，大家不惜等候1个多小时，领取一副春联，讨	

	 个吉利，点缀家居。

	 现场气氛融洽、温馨。大家围观书法家挥毫，围观者纷纷询问这	

	 是什么字体，书法家耐心地解释，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等等。

	 排队者不乏建国一代，他们求字心切，拿到春联后兴奋不已，表

	 示要高挂厅堂，迎接丁酉农历新年的来临。

书法家罗城（左二）写一幅春联赠与张志贤副总理（左三）。

副总理张志贤也来到潮州节现场，书法家罗城现场书写对联一副

亲手赠与张副总理。只见上联是“春雨絲絲润万物”，下联是“

红梅点点绣千山”，横批“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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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青年团活动

7.1		 2016年2月19日新潮留举办“翻滚吧！元宵”活动。执委们为新	

	 	老会员与会友准备丰盛及富有浓厚家乡味道的食物，也提供许多	

	 有趣的游戏和活动，让到场的朋友们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7.2		 2016年4月23日新潮留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新生迎新会，给刚刚来	

	 到我国不久的新加坡建筑学院的留学生接风洗尘。此次活动旨在	

	 让新加坡的留学生能够认识更多潮汕学子，并融入新潮留这个大	

	 家庭中，同时给新生们提供一个与前辈们交流的机会，分享学习	

	 经验，让他们更多地了解新加坡。

7.3		 2016年5月青年团协办和推广2016年东南亚微电影大赛。大赛由	

	 中国驻新加坡旅游办事处主办，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文化处协	

	 办，旨在为东南亚人们创造一个展现自我与分享美好回忆的平	

	 台。本次比赛以“中国印象·故事”为主题，居住在东南亚的居	

	 民或者居住在中国大陆的东南亚籍居民都可以将他们的中国印象	

	 和故事拍摄成微电影，与世界共享他们的美好回忆。借此大赛，	

	 青年团鼓励本组成员和会馆会员拍摄家乡美好人文风景，推广潮	

	 汕文化。

7.4	 2016年6月4日，新潮留举办端午运动嘉年华，为潮汕留学生们提	

	 供一次运动解压的好机会。活动包括旱龙舟、热血篮球赛和魅力	

	 飞盘。会员们还收到端午节的必备美食——粽子，在淡淡粽香中	

	 收获了友谊和乡情。

参加“翻滚吧！元宵”活动人员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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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2016年7月23日，新潮留举办	

	 西海岸烧烤聚会，此次聚会旨	

	 在让新会员们更加了解新潮	

	 留，使他们更好地融入新潮留	

	 大家庭。会员们以烤串会友，	

	 聊天，玩游戏，认识了许多新	

	 朋友。

7.6		 青年团与新潮留共有27人于2016年8月9日早上8时参与宏茂桥德	

	 义区国庆敬礼仪式和800米义走。此次徒步活动的主宾是李显龙总	

	 理。

	

	 徒步活动从德义民众俱乐部走到城景小学。徒步结束后，在汕头	

	 海鲜举行聚餐。副会长兼青年团团长林雍杰携夫人参加聚会，与	

	 大家进行了热情交流。代表们通过这次活动了解了新加坡的建国	

	 历史，在欢乐的气氛中度过有意义的新加坡国庆日。

参加烧烤聚会的新潮留学生合影留念。

魅力飞盘活动。争夺激烈的热血篮球赛。

国庆敬礼仪式后合影记下难忘的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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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2016年10月15日，新潮留于滨海堤坝举办一次别开生面的户外活	

	 动—“风筝遇上Pokemon”。许多会员都一扫平时端坐办公室		

	 或教室的烦闷，在草地上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拥抱，回味童年放风	

	 筝的喜悦。执委会也为会员们准备了丰盛的野餐餐点，获得会员	

	 们的一致好评。

7.8		 2016年11月5日，新潮留于醉花林俱乐部举办第十五届周年庆。	

	 会长郭明忠、副会长兼青年团主席林雍杰、会馆多名董事以及青	

	 年团的代表们共同见证新潮留十五年的成长。执委会准备的丰富	

	 文艺节目，赢得大家掌声不断。到场的嘉宾也为新潮留留下了许	

	 多美好的祝福，希望新潮留能承载“心·潮·流”的愿景继续走	

	 下去。

共同见证新潮留15年成长的一批年轻成员。

天近黄昏、仍在放飞、不舍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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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会员事务组活动
	

	 8.1		 支持揭阳会馆举办“出花园”活动

《联合早报》2016年8月15日关于“出花园”活动的报道。

由揭阳会馆主催，潮州八邑会馆、义安公司、醉花林俱乐部、潮

州总会、潮安会馆、潮阳会馆、普宁会馆、饶平会馆和惠来同乡

会支持的“出花园”活动，于2016年8月14日星期日上午10时至

下午2时在醉花林俱乐部举办。社区及青年部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

长沈颖担任主宾。当天共27名青少年行潮州传统成人礼，包括马

炎庆的长女和黄南德的孙女。林雍杰副会长代表会长郭明忠出席

成人礼。本会馆黄建铭、吴令声、陈树生、陈申泉、杨耀平及青

年团代表也到场观礼。



42

二
零
一
六
年
度
会
务
简
报

会馆赞助此项活动5000元。在

会馆面簿刊登活动信息，并先

后两次各发出500多封邮件给会

员宣传此项活动。

	 8.2		 会馆会员人数报告

2015年1月1日之前

能联络上 3364

无法联络上 1792

Total 5156

本会馆能联络上的会员人数

截至2016年1月1日能联络上 3604

新加入会员人数

2016年	1	月 20

2016年	2	月 14

2016年	3	月 11

2016年	4	月 4

2016年	5	月 6

2016年	6	月 2

2016年	7	月 7

2016年	8	月 7

2016年	9	月 1

2016年	10	月 4

2016年	11	月 11

2016年	12	月 196

数3604+283 3887

高级政务部长沈颖（左三）担任成人礼主宾，左二为本会馆

副会长林雍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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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国内外事务组活动

9.1		 国内外事务组于2016年1月26日晚7时在汕头海鲜酒楼举办“新春捞	

	 起2016”，主宾为人力部政务部长张思乐，出席活动的其他政要	 	

	 还有贸工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许宝琨、三巴旺集选区议员林伟		

	 杰、淡滨尼集选区议员钟丽慧。南洋普宁会馆会长蔡纪典、潮安会		

	 馆主席邱荣水、揭阳会馆会长洪静源、惠来同乡会会长郑志琦、饶		

	 平会馆会长张福良、澄海及潮阳会馆代表出席活动。

	 黄文艺夫妇、张建安夫妇、邱汉春、本会馆会长郭明忠夫妇、名誉		

	 会长兼董事张学彬、名誉会长兼董事洪振群、副会长蔡纪典、吴木		

	 興夫妇、林雍杰夫妇、总务吴佶财夫妇、董事黄伟忠夫妇、沈茂强、	

	 陈丽卿、陈树生、陈天荣夫妇、张仰兴夫妇、林炳坤、林本煜、特

	 	别董事林怡豐等也应邀出席。国内外事务组有70多名代表参加。

9.2		 2016年2月28日

国内外事务组约15人参

加“智慧管理技巧”培

训（Emergentics），

目的是提高自身的领导

技能、沟通能力和管理

水平。

参加“智慧管理技巧”培训人员合影留念。

捞得来年风生水起，生意兴隆。 快乐自拍，留住美好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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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2016年6月17日由国内外事务组成员组成的筹委会成功地举办首	

	 届“潮人企业家奖”颁奖礼。本届筹委会主席为沈茂强；副主席	

	 为郑友兴。筹委会其他成员有：梁成辉、杨炳庆、许泽贤、林良	

	 新、李慧芬、陈淑华、陈舜芬、陈丽丽、陈祥发、石屏章、许伟	

	 宏、佘韩钟、洪劭祺、郑友兴、陈信睿等。

颁奖礼后仍定期组

织获奖者活动，接

受958广播电台王

德明和林灵芝的现

场访谈就是活动之

一。这些聚会联谊

活动，增进彼此友

谊，成功地吸纳一

批年轻有为商业精

英加入会馆。

筹委会成员与会长郭明忠（前左三）及副会长吴木興（前左二）合影	。

卓越企业家得奖人丁美瑛博士（左一）和女儿郭睿婷（左三）

接受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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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2016年7月1日至3日6人组团拜访马来西亚槟城潮州会馆。

9.5		 2016年7月16日麻坡潮州会馆在麻坡中化中学举办庆祝七十八周	

	 年联欢晚宴，6人出席。

9.6	 2016年7月21日晚8时6人出席在香格里拉酒店举办的新加坡中华	

	 小姐大决赛。

9.7		 	2016年7月26日晚7时15人出席瑞银赞助潮人企业家奖获奖交流	

	 晚宴。

9.8	 2016年7月26日上午10时12人出席树记总部开幕典礼。

9.9		 2016年8月6日发起并组织拜访福建会馆活动，国内外事务组16人	

	 参与。

国内外事务组人员翻阅福建会馆出版物	。

9.10		 2016年8月9日4人出席潮安会馆国庆聚餐。

9.11		 2016年8月18日晚7时，“潮人企业家奖”获奖者13人在新达城兰	

	 博基尼展厅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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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2016年10月5日吴木興及沈茂强带领30位国内外事务组成员及“	

	 潮人企业家奖”获奖者参观南洋理工大学三维打印实验室。

9.13		 2016年11月5日10人出席在醉花林俱乐部举行的新潮留成立15周	

	 年庆晚宴。

9.14		 2016年11月12日沈茂强和陈申泉等12位国内外事务组成员在樟宜	

	 帆船俱乐部观看第十七届大使杯帆船比赛。吴木興以会馆的名义	

	 出资1万元赞助此项活动。

9.15		 2016年11月26日潮州沈氏联合会60周年庆典，本会馆会长郭明	

	 忠、副会长吴木興、林雍杰、财政曾建权和副总务郭绪泽出席。

9.16		 2016年12月9日至18日国内外事务组每天派出一组人员值班，接	

	 待前来潮州节参观的贵宾。	 	

潮人企业家获奖者相聚新达城。

当班的接待组人员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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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与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活动

10.1	 新加坡宗乡总会倡议成立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于2016年1月17

日（星期日）在大楼施工现场（毗邻新加坡大会堂）举行封顶仪

式。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担任主宾。本会馆副会长蔡纪

典出席。

10.2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通商中国和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于

2016年2月10日（星期三）在宗乡总会大礼堂举办2016年新春团

拜，让华社以及各社区组织代表欢聚一堂，共叙情谊，互相交流

沟通。副总理尚达曼为团拜主宾。本会馆副会长蔡纪典及青年团5

位代表出席。

10.3	 为了让青年人集思广益，一同推动华社青年事务，宗乡总会于

2016年3月11日至13日（星期五至星期日）在槟城举办为期三天

两夜的青年集思营，资深媒体人杜南发担任特别主讲嘉宾。活动

期间还拜访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青年团。本会馆青年团署理

团长黄亮及副秘书长黄朝群出席。

10.4	 新加坡宗乡总会联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华社自助理事会、新加

坡华族文化中心、通商中国以及回教社会发展理事会、马来专业

人士协会、新加坡印度人发展协会和欧亚裔协会于2016年3月20

日（星期日）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和新加坡管理大学会计学院之

间的户外广场，举办“携手同心、光耀未来”新加坡建国总理李

光耀先生逝世一周年忌辰纪念追思会。本会馆青年团署理团长黄

亮、副秘书长黄朝群出席。

黄亮在青年集思营上发言。 第四讨论小组成员合影，后排左二为黄朝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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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宗乡总会青年委员会于2016年4月9日（星期六）在新加坡南安

会馆举办青年交流会——陈振声部长与青年对话活动。本会馆青

年团秘书长郑勇棉、青年团团员吕建宏、陈焕霖、郭坚龙、王凌

翔、张文彬出席。

10.6	 宗乡总会与民情联系组（REACH）于2016年4月18日（星期一）

在宗乡大礼堂举行“新加坡愿景对话会”。民情组主席暨总理公

署人力部政务部长陈振泉参加了这场对话会。本会馆青年团秘书

长郑勇棉，副秘书长周燕云、黄朝群出席。

10.7	 为了加强与潮籍团体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凝聚彼此之间的情谊，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会员事务委员会于2016年5月19	日	在宗

乡总会会议厅举办宗乡总会与潮籍团体交流会。本会馆董事林本

煜、沈锐钊、章凯毓、查账郑勇棉出席。宗乡总会邀请了本会会

长兼宗乡总会副财政郭明忠主持交流会。交流会上，宗乡总会代

表汇报了各小组一年来的各项活动，各会员团体代表踊跃发言，

交流意见，总会也呼吁还没有加入总会的团体入会。整个活动共

有18个会员团体，约40位代表出席交流会。

10.8		 为了增进各会员团体之间	的情谊，宗乡总会于2016年9月29日在

新加坡岛屿俱乐部举办“第五届宗乡杯高尔夫球赛”。本会馆陈

申泉、林强德、黄志群和陈祥发出席。

民情联系组交流对话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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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社团应酬

11.1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于2016年1月9日（星期六）在新加坡大会堂

举行新加坡华族文化光影展开幕仪式，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

部政务次长马炎庆担任主宾。本会馆送花篮以示庆贺。

11.2		 新加坡厦门公会于2016年1月19日（星期二）在中国文化中心举

行“丝路绵延——美丽厦门”图片展开幕仪式，新加坡文化、社

区及青年部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及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陈晓

东担任活动主宾。本会馆送花篮以示庆贺。

11.3		 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新加坡报业控股、新加坡中华总商

会、新加坡旅游局及人民协会联合主办的盛大春节活动《春到河

畔迎新年》于2016年2月6日（星期六）在新加坡滨海湾浮动舞台

举行了开幕典礼。本届也是春到河畔活动30周年庆，李显龙总理

担任开幕主宾，本会馆按照往年惯例，赞助了1万元作为筹办灯谜

射虎台的活动经费。

11.4		 广东会馆于2016年2月18日（星期四）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行

新春团拜晚宴，总理公署部长兼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陈振声是主

宾。本会馆会长郭明忠及董事林本煜出席。

11.5		 新加坡福建会馆于2016年2月20日（星期六）在其会馆举办新春

团拜暨时间囊置放仪式，主宾为教育部代部长兼国防部高级政务

部长王乙康。本会馆副会长蔡纪典、董事沈茂强及林本煜出席。

11.6		 樟林旅外同乡会于2016年3月19日（星期六）举行五十七周年纪

念联欢宴会，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次长马炎庆是晚宴

主宾。本会馆交际蔡允中及董事林本煜出席。

11.7		 华声音乐社于2016年3月26日（星期六）在其社举行庆祝成立46

周年庆典，本会馆总务吴佶财及夫人，董事林本煜、沈锐钊，特

别董事郑浩川及国内外事务组三位代表出席晚宴。本会馆馈赠贺

仪1000元，以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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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惠来同乡会于2016年4月2日（星期六）在千禧楼举行常年会员联

欢晚宴，同时颁发惠来同乡会奖助学金。本会馆交际蔡允中及董

事林本煜出席。

11.9		 義安公司于2016年4月7日（星期四）在義安展览厅举行2016年

第11届義安影艺展开展典礼及2016年義安特选卓越摄影家颁奖典

礼，義安公司总理陈健立主持开展剪彩仪式。本会馆送花篮以示

庆贺。

11.10	为庆祝农历丙申年三月初三元天上帝圣寿，柔佛潮州八邑会馆于

2016年4月8日至10日，一连三天在柔佛古庙举行“三月初三锣鼓

响”丙申年乡音民俗庙会。本会馆会长郭明忠及夫人，副交际陈

天荣及夫人、董事陈申泉、青年团副秘书长黄朝群出席。

郭明忠会长（左一）和本会馆代表出席在柔佛举行的庙会。

11.11	新加坡黄氏总会于2016年4月16日（星期六）在其会所举行常年春

祭晚宴暨颁发会员子女奖学金活动，教育部代部长兼交通部高级政

务部长黄志明担任主宾。本会馆交际蔡允中及董事林本煜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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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新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于4月16日（星期六）在香格里拉酒店举

行“搭建合作平台，推进文化交流”新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2015

年度年会暨颁奖晚宴。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王志豪担任主宾。

本会馆副会长吴木興及夫人、董事吴令声及夫人、董事沈锐钊、

章凯毓、查账郑勇棉出席。

11.13	新加坡长林公会于2016年4月17日（星期日）在福清会馆举行

成立七十一周年及互助会成立五十四周年纪念晚宴，新加坡人力

部部长林瑞生主持庆典仪式。本会馆交际蔡允中及董事林本煜出

席。

11.14	新加坡潮州西河公会于2016年4月28日（星期四）在福满楼举行

成立137周年纪念晚宴，三巴旺集选区国会议员林伟杰医生为大会

主宾。本会馆交际蔡允中及董事林本煜出席晚宴。

11.15	新加坡揭阳郑氏公会于2016年4月29日（星期五）在芳林苑举行

成立六十八周年庆。本会馆交际蔡允中及董事林本煜出席。

11.16	新加坡曾氏公会于2016年4月30日（星期六）在醉花林俱乐部举

行成立五十三周年纪念庆典，邀请本会馆10人出席。本会馆副会

长林雍杰及夫人，副财政陈树生，	副交际陈天荣及夫人、	董事陈

申泉、林本煜、章凯毓，查账郑勇棉出席。

吴木興副会长（右三）出席颁奖晚宴。右五为王志豪高级政务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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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狮城风雅”沈旭东个人画展于2016年5月1日在新加坡视觉艺术

中心举行开幕仪式，本会馆副会长蔡纪典担任开幕式主宾。本会

馆送花篮以示庆贺。

11.18	潮安金砂陈氏同乡会于2016年5月1日在千禧楼举行成立62周年纪

念暨循乡例庆祝晚宴。本会馆交际蔡允中及董事林本煜出席。

11.19	宏安旅外同乡会于2016年5月5日在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举行

成立70周年纪念暨感天大帝圣诞。本会馆交际蔡允中及董事林本

煜出席。

11.20	潮安仙乐乡杨氏同乡会于2016年5月7日在燕阁大酒楼举行庆祝龙

尾圣王夫人千秋暨会馆成立59周年纪念联欢宴会。本会馆交际蔡

允中及董事林本煜出席。

11.21	醉花林俱乐部于2016年5月8日举行“人与神狂欢”的柔佛古庙神

游——潮州庙会在南洋的蜕变与百年回溯讲座，主席为南洋理工

大学高等研究所所长、醉花林俱乐部文教主任潘国驹教授，邀请

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主席、柔佛潮州八邑会馆副会长陈再藩为主

讲者。本会馆送花篮以示庆贺。

11.22	新加坡延陵吴氏总会于2016年5月14日在马林百列东皇大酒店举

行成立89周年纪念联欢宴会，教育部长兼国防部高级政务部长

王乙康主持仪式。本会馆董事吴中博及夫人，董事陈申泉、林本

煜、林炳坤，查账郑勇棉、青年团四位代表及国内外事务组十位

代表出席宴会。

11.23	南洋客属总会于2016年5月29日在南洋客属总会礼堂举行第41届

董监事就职典礼，本会馆交际蔡允中及董事林本煜出席。

11.24	观音救苦会于2016年5月29日在观音慈善医疗院举行成立41周年

暨医疗服务40周年纪念。本会馆董事林本煜出席。

11.25	同德念心社于2016年6月2日在其公社举行诸佛神圣晋庙67周年纪

念。本会馆交际蔡允中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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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	陶融儒乐社于2016年6月17日在戏剧中心剧院举行广东潮剧院新

中潮剧文化交流会并为其社成立85周年纪念呈献潮剧。由于与本

会馆“潮人企业家奖”颁奖礼同天举行，本会馆未派代表出席，

送花篮以示庆贺。

11.27	广东会馆于2016年6月18日在奥运海鲜馆举行2016年度常年会员

大会。本会馆董事章凯毓代表会馆出席。

11.28	潮安东凤陈氏同乡会于2016年6月25日在福清会馆礼堂举行成立

60周年纪念联欢宴会，主宾为总理公署兼人力部政务部长陈振

泉。本会馆交际蔡允中及董事林本煜出席。

11.29	潮州总会于2016年7月2日在醉花林俱乐部举行第三届理事会就职

典礼暨4周年会庆，通讯及新闻部兼卫生部政务部长徐芳达为大会

主宾。本会馆副会长林雍杰、董事林本煜、查账郑勇棉及青年团

五位代表出席活动。

潮州总会新任董事领取董事就职证书。

11.30	南华儒剧社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15日在莱佛士城会议中心举行

成立2周年纪念及南华儒剧社成立53周年纪念答谢晚宴及《潮声留

影》新书推介，文化	、	社区及青年部政务次长马炎庆主持仪式。

本会馆董事吴中博、沈锐钊、林本煜，特别董事郑炳树及青年团

五位代表出席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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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	醉花林俱乐部于2016年7月19日在俱乐部举行2016至2017年度董

事职员就职典礼，主宾为人力部政务部长张思乐。本会馆副会长

杨应法，副总务郭绪泽，副财政陈树生，副交际陈天荣，董事蔡

深江、陈丽卿、陈申泉、林本煜及特别董事蔡华春出席典礼。

本会馆出席晚宴的代表在醉花林俱乐部就职典礼会场合影。

南华儒剧社庆祝成立53周年并呈献精彩的潮剧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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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清河张氏公会于2016年7月22日在千禧楼举行第46届理事就职

典礼及晚宴，邀请西北区市长张俰宾博士监誓。本会馆副会长吴

木興及夫人，副会长林雍杰，副交际陈天荣，董事吴中博、林本

煜、沈锐钊、章凯毓，特别董事林怡豐及夫人，青年团及国内外

事务组各十位代表出席。

11.33	杨氏总会于2016年7月23日在福清会馆大礼堂举行成立66周年纪

念会，丹戎巴葛集选区国会议员杨益财主持庆典。本会馆董事林

本煜出席。

11.34	新加坡番禹会馆于2016年7月23日在国敦河畔大酒店举行成立138

周年庆联欢晚宴。本会馆交际蔡允中出席。

11.35	水廊头大伯公福德神庙于2016年7月29日在裕廊西斗天宫举行庆

祝福德正神圣诞并举行联欢宴会。本会馆交际蔡允中、国内外事

务组及秘书处代表出席宴会。

11.36	国际潮青联合会于2016年7月30日在深圳召开国际潮青联合会第六

届第五次常务会董会会议，本会馆名誉会长陈辉明代表会馆出席。

11.37	金航旅游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3日在新加坡瑞吉酒店举办金航

旅游暨“翰墨传情”总统挑战慈善晚宴。本会馆送花篮恭贺。

11.38	同德书报社于2016年8月7日在金禧楼酒楼举行新加坡第51周年国

庆暨该社成立106周年社庆联欢午宴。本会馆送贺仪祝贺。

11.39	义安文化中心于2016年8月11日在潮州大厦举行2016年国庆节书

画美展开展典礼暨全国学生书法现场比赛颁奖典礼，本会馆送花

篮以示庆贺。

11.40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于2016年8月17至18日，在新达城举行第十

八届中小型企业大会暨第十九届资信商业大会，本会馆交际蔡允

中，董事沈茂强、章凯毓，查账周燕云和青年团员黄锐团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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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	南洋客属总会于2016年8月23日在其会所礼堂举行新加坡建国51

周年暨南洋客属总会成立87周年双庆联欢晚宴。教育部、贸工部

政务部长刘燕玲为主宾。交际蔡允中及董事林本煜代表会馆出席。

11.42	2016年8月26日在新达城举办朱添寿书法欣赏展，董事陈丽卿代

表本会馆出席。

11.43	茶阳（大埔）会馆于2016年8月27日在万兴@港湾举行51周年国

庆、158周年会庆暨茶阳（大埔）基金会21周年庆三庆联欢晚宴，

卫生、通讯及新闻部政务部长徐芳达为主宾。副会长蔡纪典代表

会馆出席。

11.44	冯氏总会于2016年8月27日在珍辉阁举行新加坡51周年国庆暨总

会第66周年纪念联欢宴会。本会馆交际蔡允中出席。

11.45	义安文化中心于2016年9月3日在潮州大厦主办“2016年潮州人中

秋节联欢会”。本会馆会长郭明忠、财政曾建权、董事林本煜及

沈锐钊出席。

11.46	潮阳会馆于2016年9月9日在豪晶大酒店举办成立90周年暨互助会

55周年纪念联欢宴会，主宾为人力部长林瑞生。本会馆会长郭明

忠、总务吴佶财、财政曾建权、副交际陈天荣、董事沈锐钊、特

别董事林怡豐、郑炳树、郑浩川和青年团3位代表出席。

11.47	太原王氏公会于2016年9月12日在千禧楼举办成立80周年暨始祖

子乔公诞辰纪念联欢双庆宴会。交际蔡允中、董事林本煜代表本

会馆出席。

11.48	德教济云阁于2016年9月15日在福满楼举行该阁何野云仙师圣诞

暨成立63周年、星洲德教病老院31周年、中医施诊所16周年、中

秋佳节五庆庆典。交际蔡允中、董事林本煜代表本会馆出席。

11.49	星洲济芳阁于2016年9月17日举行该阁成立51周年暨中医施诊部

成立28周年、西医施诊部成立37周年三庆纪念典礼。本会馆交际

蔡允中、董事林本煜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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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于2016年9月23日在莱佛士城会议中心举行总

商会110周年庆典晚宴，主宾为李显龙总理。本会馆会长郭明忠、

名誉会长兼董事洪振群、总务吴佶财、财政曾建权、副财政陈树

生、	副交际陈天荣、	董事蔡深江、陈丽卿、沈茂强、陈申泉、林

本煜和沈锐钊出席。

11.51	茶阳（大埔）励志社于2016年9月24日在千禧楼举办该社82周年

社庆联欢晚宴。本会馆交际蔡允中、董事林本煜出席。

11.52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于2016年9月26日在香格里拉酒店举行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招待会，本会馆副会长蔡纪典出席。

11.53	孙氏公会于2016年10月7日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福满楼举行成立75

周年钻禧纪念及真异大使千秋宝诞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

乡亲联欢宴会，大会主宾为榜鹅集选区国会议员孙雪玲。本会馆

交际蔡允中、董事林本煜出席。

11.54	端蒙校友会于2016年10月8日在千禧楼举行成立20周年纪念。本

会馆交际蔡允中出席。

11.55	南安会馆于2016年10月9日为庆祝成立90周年暨凤山寺建寺180周

年纪念举办“重阳爱心暖狮城”关怀晚会。文化、社区及青年部

部长傅海燕为主宾。本会馆交际蔡允中、董事林本煜出席。

11.56	德教紫经阁于2016年10月11日在乌节酒店举行成立35周年纪念联

欢晚宴，惹兰勿刹集选区国会议员梁莉莉为主宾。本会馆副会长

蔡纪典、董事陈丽卿、林本煜、特别董事林怡豐及国内外事务组

15人出席。

11.57	南洋罗氏公会于2016年10月16日在千禧楼举办成立第66周年纪念

暨颁发会员子女大专、大学奖学金联欢晚宴。本会馆送花篮祝贺。

11.58	何婆集团于2016年10月16日在美满楼举办成立35周年暨妇女组11

周年庆典颁发奖学金暨爱我何婆孝亲敬老联欢午宴，教育部兼贸

工部政务部长刘燕玲为主宾。本会馆董事林本煜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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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9	凤廓汾阳公会郭氏古庙于2016年10月16日在宗乡会馆举办庆祝三

山国王三夫人千秋暨成立151周年，以及郭氏古庙成立59周年三庆

纪念晚宴，本会馆交际蔡允中出席	。

11.60	琼州天后宫及义山琼州乐善居于2016年10月26日在莱佛士城举办

琼州天后宫成立163周年暨琼州乐善居成立114周年联欢晚宴，社

会及家庭发展部部长陈川仁为主宾。本会馆交际蔡允中、董事林

本煜出席。

11.61	李氏总会于2016年11月5日（星期六）晚7时正在圣淘沙名胜世界

宴会大厅举行2016年全球李氏恳亲大会、成立110周年纪念及会

所大厦翻新工程竣工“三禧庆典”，本会馆交际蔡允中、董事林

本煜出席。

11.62	2016年11月8日（星期二）香港潮州商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

行第50届会董就职典礼暨2016年度庆贺授勋乡贤联欢晚会。本会

馆永远名誉会长吴南祥和名誉会长陈辉明出席。

11.63	义安文化中心于2016年11月18日（星期五）傍晚7时举行第18届

全国潮人艺术展开幕典礼暨年度义安特选卓越艺术家颁奖典礼，

董事陈丽卿代表本会馆出席。

11.64	潮安会馆于2016年11月19日（星期六）晚7时正在豪晶大酒店举

办成立52周年联欢宴会，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颜添宝为大会主

宾。本会馆副会长吴木興、董事林本煜、林炳坤、特别董事郑浩

川及国内外事务组代表10人出席。

11.65	澄海会馆于2016年11月19日（星期六）晚7时正在福满楼举办

成立51周年联欢宴会，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次长马炎庆为主

宾。本会馆总务吴佶财以及国内外事务组10位代表出席。

11.66	鹤山会馆于2016年11月20日（星期日）晚7时在福满楼举行成立

77周年、狮团成立97周年双庆纪念晚宴，交际蔡允中代表本会馆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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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7	新加坡揭阳会馆于2016年11月26日（星期六）晚7时30分在醉花

林俱乐部举行“庆祝成立75周年联欢晚宴”，贸工部兼国家发展

部政务部长许宝琨为晚会主宾。本会馆会长郭明忠、副会长蔡纪

典、吴木興、林雍杰、董事林本煜及青年团代表出席。

11.68	南安善堂于2016年11月27日（星期日）晚7时在该堂举行庆祝

宋大峰祖师圣寿典礼，马林百列集选区国会议员花蒂玛为大会主

宾。董事林本煜代表本会馆出席。

11.69	南洋同奉善堂于2016年11月28日（星期一），在该堂举办庆祝宋

大峰祖师圣诞与创堂79周年纪念，卫生部政务部长蓝彬明为晚宴

主宾。交际蔡允中代表本会馆出席。

11.70	新加坡广西暨高州会馆于2016年12月4日（星期日）下午2时，在

中国文化中心举行大型粤剧《目连救母》演出，董事林本煜代表

本会馆出席。

11.71	大众医院2016年12月4日（星期日）下午2时在该院举办成立42周

年院庆，通讯与新闻部、卫生部政务部长徐芳达为主宾，本会馆

送贺仪祝贺。

11.72	馀娱儒剧社于2016年12月7日（星期三）下午3时在牛车水人民剧

场举办该社成立104周年纪念会并呈献潮剧《汉文皇后》。董事林

本煜代表会馆出席。

11.73	2016年12月10日（星期六）下午3时30分在义安文化中心义安

展览厅举行第二十回世界书法文化艺术大展，李玉云主持开幕仪

式。本会馆送花篮庆贺。

11.74	永春会馆于2016年12月17日（星期六）下午5时在该馆举行大厦

翻新工程暨电梯落成典礼，主宾是卫生部长颜金勇。本会馆交际

蔡允中、董事林本煜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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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对外交流

12.1	 潮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一行3人于2016年3月2日（星期三）下午

三时拜访本会馆。来访人员有潮州市民宗局局长陈韩昕、潮州

市房管局局长肖逸生、潮州市侨联副主席林爱群、潮州市外事侨

务局原调研员陈国辉。本会馆副会长蔡纪典、杨应法、董事陈丽

卿、林本煜代表接待了来访团。陪同来访团前来的还有饶平会馆

会长张福良、秘书陈碧湘及副秘书黄宝仙。

12.2		 珠海潮人海外联谊年会于2016年5月21日至22日在珠海横琴湾酒

店举行20周年庆典暨第六届领导班子就职典礼。本会馆名誉会长

陈辉明及总务吴佶财出席典礼。

12.3	 第九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筹委会一行7人在第九届国际潮青联谊年

会大会主席郭丰海及名誉主席何奕鹏的带领下于2016年	5月27日

拜访本会馆。本会馆永远名誉会长吴南祥、名誉会长陈辉明、名

誉会长兼董事张学彬、副会长林雍杰、总务吴佶财、副总务郭绪

泽、查账郑勇棉及青年团副团长辜健充接待了来宾。本次来访团

主要目的是向我会取经，为办好第九届潮青联谊年会助力，彼此

交流经验，取长补短。交流会后在醉花林宴请来访团。

潮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到访本会馆进行座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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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麻坡潮州会馆79	周年庆的本会馆成员合影。

12.4		 国际潮团总会于2016年7月1日在印尼巴厘岛酒店召开国际潮团总

	 会第19届第一次常务理事暨理事联席会议。本会馆副会长蔡纪

典、总务吴佶财出席会议。会议内容主要围绕第十九届理事会自

2015年8月21日履任以来，常设秘书处的工作进行汇报，第十九

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筹委会也对大会筹备工作进行汇报及第十二

届潮学国际研讨会筹委会进行了筹备进展汇报。会议通过了2015

年截止到2016年5月的财务报告，同时议决了潮团组织结构及会务

管理等方面的提案。

代表团在潮州大厦前合影留念，左八为第九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大会主席郭丰海。

12.5	 香港潮属社团总会于2016年7月7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第八

届会董就职典礼，本会馆永远名誉会长吴南祥出席典礼。

12.6	 麻坡潮州会馆于2016年

7月16日在麻坡中化中

学大礼堂举行会馆成立

79周年、青年团成立53

周年、妇女组15周年纪

念联欢宴会。本会馆副

总务郭绪泽、董事沈锐

钊、林本煜、特别董事

林怡豐及国内外事务组

9位代表出席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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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郭明忠（右三）率代表团出席马潮联会第82	周年

纪念会庆典。

12.7	 国际潮青联合会于2016	

年7	月30	在深圳召开国

际潮青联合会第六届第

五次常务会董事会议。

本会馆名誉会长、国际

潮青联合会永远会长兼

副会长陈辉明出席会

议。

12.8	 霹雳韩江公会2016	年8

月15	日至17	日在怡保

近打河畔大酒店举行马

潮联会第82	周年纪念、

第77届代表大会、马潮

联青第42	届暨妇女组第

16	届代表大会暨霹雳韩

江公会100	周年纪念庆

祝活动。本会馆会长郭

明忠、副会长林雍杰、

	 总务吴佶财、副总务郭

	 绪泽、黄伟忠和副交际

	 陈天荣代表会馆出席。

本会馆名誉会长、国际潮青联合会永远会长兼副会长

陈辉明（右一坐者）与代表合影。

12.9	 2016年8月27日世界华

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一

行4人前来本会馆访问，

来访人员有：世侨会副

秘书长马春晖、《世界

华人》杂志总编办主任

张金平、世侨会中华文

化五洲行组委会主及副

主任马平顺和王秀华。

本会馆副会长杨应法、

总务吴佶财和董事林本

煜接待来访团。

杨应法（中）与世侨会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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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2016年11月14日上午10时30分深圳市汕头商会及侨商智库26人

来访，本会馆会长郭明忠、永远名誉会长吴南祥、副会长蔡纪

典、董事沈茂强、陈丽卿、林本煜、青年团及国内外事务组代表17

人接待来访嘉宾。来访人员有深圳市汕头商会会长郑汉明、副会长

周焕文、郑镇州、赵财强、陈健辉、张俊龙、李振林、黄秋炎、李

旭升、郑基明、萧再麟、陈庭纬、陈大伟、黄伟强等	。

12.12	2016年10月26日广东省侨联经济部部长杨春华、汕头市侨联主席

谢惠蓉、韶关市侨联主席廖凤英和河源市侨联副主席张肇锋拜访

本会馆，本会馆永远名誉会长吴南祥、名誉会长陈辉明代表会馆

接待访问团。

吴南祥（右三）接待杨春华（右四）一行，在

潮州大厦前合影。

12.10	2016年9月10日深圳市潮汕商会在会长吴木棠的带领下，一行18

人前来会馆拜访，一同来访的还有：驻会会长黄育宏、名誉会长

黄舜、监事长吴振城、常务副会长周南、谢学源、佘桂锡、钟美

财、卢德厚等。本会馆会长郭明忠、副会长蔡纪典、吴木興、财

政曾建权、副交际陈天荣、董事陈丽卿、沈茂强、陈申泉、林本

煜及国内外事务组16人参与接待。

12.11	柔佛潮州八邑会馆于2016年10月14日在新湖滨花园海鲜楼举办82

周年会庆联欢晚会，本会馆副会长林雍杰代表会馆出席，另外还

有青年团4名团员及国内外事务组8位成员一同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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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汕头商会及侨商智库一行人参观义安公司展览厅。

12.14	2016年11月23日金博三期全球企业考察团近20位代表前来会馆参

观，领队为周奕丰、蒋锡培，本会馆永远名誉会长吴南祥、董事

蔡深江及青年团员许子爵代表会馆接待来宾。

12.15	2016年11月27日上午11时揭阳市人民政府及暹罗揭阳会馆前来

会馆访问，本会馆会长郭明忠、副会长蔡纪典、黄建铭、吴木

興、财政曾建权、董事陈丽卿、林本煜、特别董事郑炳树及国内

外事务组5位代表接待来访嘉宾。来访人员有揭阳市政协副主席李

健、揭阳市外事侨务局副局长林国斌、揭阳市外事侨务局科长郑

树鹏、榕城区外事侨务局局长黄楚鹏、揭东区外事侨务局局长吴

莉、揭西区外事侨务局副局长贝卫平、暹罗揭阳会馆理事长黄烈

凯、暹罗揭阳会馆副理事长郑雄熊、孙石波、陈锦泉、徐炎光、

李源潮、郑石葵等16人。

12.16	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

总会应邀前来新加坡出

席“潮州节2016”，并

于2016年12月10日拜访

本会馆。世侨会来访人员

是秘书长汪伟夫妇、文化

交流部主任张立太以及办

公室主任张金平。本会馆

副会长杨应法、董事林本

煜接待来访嘉宾。 揭阳市政府与暹罗揭阳会馆一行到访本会馆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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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2016年7月19日在《联合早报》刊登贺词，恭贺拿督斯里张建安

PBM荣任醉花林俱乐部总理。

13.5	 2016年7月22日在《联合早报》刊登贺词，祝贺本会馆名誉会长

兼董事张学彬博士荣任清河张氏公会会长。

副会长林雍杰（右三）与出席代表在树记珠宝集团新大厦前合影。

13. 其他活动

13.1	 本会馆名誉会长兼董事张民德所属的丰城电器新大厦，于2016年

5月26日举行落成仪式。本会馆副会长蔡纪典、吴木興、林雍杰、

总务吴佶财、副总务郭绪泽、副财政陈树生、副交际陈天荣、董

事吴中博、黄伟忠、蔡深江、沈茂强、陈申泉、章凯毓、石屏章

及国内外事务组代表出席。

13.2	 本会馆副交际陈天荣令堂不幸去世。本会馆董事、国内外事务组

及青年团代表分别于2016年7月8日与7月9日两天前往潮州殡仪馆

吊唁。

13.3	 本会馆副会长林雍杰的树记珠宝集团于2016年7月26日举行树记

大厦开幕典礼。本会馆会长郭明忠、副会长蔡纪典、黄建铭、吴

木興、总务吴佶财、财政曾建权等共27位董事及国内外事务组、

青年团代表出席开幕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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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2016年8月19日在《联合早报》刊登贺词，祝贺本会馆荣誉董事

郑谦木PBM荣膺公共服务星章BBM、董事石屏章荣膺公共服务奖

章PBM、特别董事蔡华春荣膺公共服务奖章PBM。

13.7	 本会馆名誉会长黄南德令堂、副会长黄建铭令祖母去世，本会馆

于2016年10月23日在《联合早报》刊登挽词并于10月24日晚前往

吊唁。

13.8	 本会馆名誉会长陈图清令堂王氏素贞太夫人去世，本会馆于2016

年11月14日在《联合早报》刊登挽词并于11月15日晚前往吊唁。

13.9	 本会馆荣誉董事兼董事張仰兴令堂陳氏惠清太夫人往生，本会馆

于2016年12月18日在《联合早报》刊登挽词并于12月19日晚前往

吊唁。

13.10	本会馆董事陈申泉岳父刘增建老先生去世，2016年12月23日本会

馆送花圈悼念。

13.11	2016年12月30日上午11时30分，本会馆在粤海清庙举行祭拜仪

式，感谢神明庇佑顺利举办“潮州节2016”。本会馆会长郭明

忠、副会长蔡纪典、林雍杰、总务吴佶财、财政曾建权、副总务

郭绪泽、副财政陈树生、副交际陈天荣、	董事蔡深江、陈丽卿、

陈申泉、林本煜、沈锐钊、特别董事郑浩川和蔡华春前往祭拜。

本会馆董事在粤海清庙举行祭拜仪式。



2016年本会馆捐款芳名录

序号 姓名 金额

1 郭明忠 $	 	 		250,000.00

2 唐逸刚 $	 	 		100,000.00

3 蔡纪典 $	 	 	 81,000.00

4 翁烈强 $	 	 	 70,000.00

5 张学彬 $	 	 	 70,000.00

6 林雍杰 $	 	 	 69,300.00

7 吴木兴 $	 	 	 50,300.00

8 蔡文鸿 $	 	 	 50,000.00

9 蓝楚汉 $	 	 	 50,000.00

10 陈图清 $	 	 	 50,000.00

11 杨应法 $	 	 	 50,000.00

12 谢楚明 $	 	 	 50,000.00

13 陈展鹏 $	 	 	 50,000.00

14 吴福泰 $	 	 	 50,000.00

15 曾国和 $	 	 	 50,000.00

16 黄建铭 $	 	 	 43,000.00

17 吴佶财 $	 	 	 30,500.00

18 曾建权 $	 	 	 30,000.00

19 林镇成 $	 	 	 30,000.00

20 吴荣福 $	 	 	 30,000.00

21 姚俊源 $	 	 	 25,000.00

22 黄伟忠 $	 	 	 20,000.00

23 洪振群 $	 	 	 15,000.00

24 张仰兴 $	 	 	 11,000.00

25 陈辉明 $	 	 	 10,000.00



26 翁木深 $	 	 	 10,000.00

27 吴南祥 $	 	 	 10,000.00

28 黄南德 $	 	 	 10,000.00

29 蓉子 $	 	 	 10,000.00

30 黄海庆 $	 	 	 10,000.00

31 陈天荣 $	 	 	 10,000.00

32 吴皆佳 $	 	 	 10,000.00

33 沈茂强 $	 	 	 10,000.00

34 张民德 $	 	 	 10,000.00

35 陈喜南 $	 	 	 		8,000.00

36 郭绪泽 $	 	 	 		5,599.00

37 陈俊文 $	 	 	 		5,000.00

38 郑谦木 $	 	 	 		2,000.00

39 黄锡海 $	 	 	 		2,000.00

40 王源河 $	 	 	 		1,000.00

41 曽继陞 $	 	 	 		1,000.00

42 吴志毅 $	 	 	 		1,000.00

43 Best	World	International $	 	 	 20,000.00

44 Eurosports	Auto	Pte	Ltd $	 	 	 10,000.00

45 Foo	Peow	Yong	Douglas $	 	 	 10,000.00

46 Multi-Hub	Enterprise	Pte	Ltd $	 	 	 15,000.00

47 Neo	Group	Limited $	 	 	 20,000.00

48 Nexia	TS	Pte	Ltd $	 	 	 30,000.00

49 UBS	AG	Singapore	Branch $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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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2016年12月31日

2016 2015

附注 $ $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1 8,642 15,071

流动资产

存货 2 24,889 24,889

应收及其他应收款 3 	340,054 35,219

其他流动资产 4 7,462 74,11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5 1,791,904 1,299,084

2,164,309 1,433,310

资产总计 2,172,951 1,448,381

基金

累计基金 872,933 1,419,102

基金总计 872,933 1,419,102

流动负债

应付及其他应付款 6 1,299,778 27,751

预收课程费款项 240 1,528

1,300,018 29,279

负债总计 1,300,018 29,279

基金与负债总计 2,172,951 1,448,381

随附附注系本财务报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70

二
零
一
六
年
度
审
计
报
告

收支结算表
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2016 2015

附注 $ $

收入

妆艺大游行捐赠款 - 227,000

新春团拜捐赠 - 10,000

捐赠收入 943,340 123,828

人情捐赠 1,000 88,000

会员事务 	12,318 	47,051

老人院捐赠 - 10,900

本地及国际事务组捐赠 809,039 60,000

86周年纪念晚宴 23,599 311,245

第八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 - 2,400

潮州节 1,911,561 748

青年团捐赠 3,300 35,000

收入小计 3,704,157 916,172

其他收入

政府补贴收入 40,012 14,239

利息收入 17,347 716

杂项收入 7,095 22,677

64,454 37,632

收入总计 3,768,611 953,804

营运费用总计	(第	3页) (4,314,780) (1,242,744)

税前净亏损 (546,169) (288,940)

所得税费用 7 - -

当期税后净亏损 8 (546,169) (288,940)

随附附注系本财务报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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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结算表
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续）

2016 2015

附注 $ $

营运费用:

43届就职典礼 - 17,624

会员大会 23,670 58,077

审计费 10,150 8,000

坏账转销-非贸易 - 22,743

银行手续费 	368 593

集思营 - 6,657

图书发行费 2,130 20,706

临时雇员费 9,650 2,301

新春团拜 22,504 29,302

妆艺大游行 - 280,768

挽词与贺词 40,766 84,092

公积金（CPF） 33,225 32,701

文教委员会 380 1,414

固定资产折旧费 1 9,145 8,610

捐赠与赞助费 12,420 6,620

招待费 182 4,596

杂费 1,005 217

不可收回消费税（GST） 9,876 -

保险费 3,867 3,611

本地及国际事务组 579,083 70,536

设备租赁费 3,839 3,839

设备维护费 9,915 6,211

会员事务费 4,345 37,826

办公用品 5,528 6,407

老人院支出 - 9,876

随附附注系本财务报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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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寄费 5,994 2,550

印刷文具费 2,951 14,936

专业服务费 900 1,080

员工薪酬及相关费用 255,198 261,797

纪念品赠送费 10,881 6,404

员工福利费 649 1,592

新潮流事务 5,618

订阅费 1,342 4,222

通讯费 3,416 4,692

86周年纪念晚宴 - 140,381

第八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 285 (878)

潮州节 3,212,013 23,984

交通费 392 366

参观潮州公会费 31,891 39,949

青年团 6,820 12,724

营运费用总计	(第	71页) 4,314,780 1,242,744

随附附注系本财务报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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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变动表
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累计

基金 合计

$ $

2015年1月1日 1,708,042 1,708,042

当期净亏损 (288,940) (288,940)

2015年12月31日 	1,419,102 1,419,102

当期净亏损 (546,169) (546,169)

2016年12月31日 872,933 872,933

随附附注系本财务报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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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2016 2015

$ $

营运活动现金流动

当期税前净亏损 (546,169) (288,940)

调整	：

利息收入 	(17,347) 	(716)

老人院捐赠 - 22,743

固定资产折旧费 9,145 8,610

营运资金变化前的的营运现金亏损 (554,371) (258,303)

营运资金变动：

存货的减少/（增加） - 3,224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 (304,835) 1,903,395

其他流动资产的增加 66,656 (71,370)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减少）/增加 1,272,027 (1,604,588)

预收款项的增加 (1,288) 1,008

营运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8,189 (26,634)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购建固定资产支付的现金 (2,716) (12,669)

处置固定资产取得的现金 - 200

取得利息收入收到的现金 17,347 71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631 (11,75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92,820 (38,38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99,084 1,337,471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791,904 1,299,084

随附附注系本财务报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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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附注
2016年12月31日

1.	固定资产

办公设备 家具及配件 合计

$ $ $

原值

2015年1月1日 18,667 - 18,667

本期增加 1,455 11,214 12,669

本期减少 (200) - (200)

2015年12月31日 19,922 11,214 31,136

2016年1月1日 19,922 11,214 31,136

本期增加 2,716 - 2,716

2016年12月31日 22,638 11,214 33,852

累计折旧

2015年1月1日 7,455 - 7,455

本期折旧 6,279 2,331 8,610

2015年12月31日 13,734 2,331 16,065

2016年1月1日 13,734 2,331 16,065

本期折旧 5,407 3,738 9,145

2016年12月31日 19,141 6,069 25,210

净值

2015年1月1日 11,212 - 11,212

2015年12月31日 6,188 8,883 15,071

2016年12月31日 3,497 5,145 8,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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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附注
2016年12月31日

2.	存货

存货主要为举办活动存余的用于转售的材料。

3.	应收及其他应收款

2016 2015

$ $

应收账款 328,868 7,188

应收消费税款（GST） - 704

其他应收款 - 26,341

押金 11,186 986

340,054 35,219

3.	应收及其他应收款	(续)

坏账准备

截止报告日应收账款账龄分布如下：

2016 2015

$ $

未到期 66,661 7,188

到期	0	–	30	天 262,207 -

328,868 7,188

依据客户以往的支付记录以及对客户资信质量的大量分析，会馆认为无需对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计提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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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附注
2016年12月31日

4.	其他流动资产

存货主要为举办活动存余的用于转售的材料。

2016 2015

$ $

预付供应商款项 7,462 74,118

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2016 2015

$ $

现金及银行存款 1,640,932 239,084

定期存款 150,972 1,060,000

1,791,904 1,299,084

截止报告期末，定期存款的平均到期日为13	天（2015：127），加权平均实

际利率为1.80%（2015：1.41%）。

6.	应付及其他应付款

2016 2015

$ $

应付账款 851,719 6,123

应付消费税款（GST） 20,109 -

其他应付款 4,291 2,832

预提费用 423,659 18,796

1,299,778 27,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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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附注
2016年12月31日

7.	所得税

所得税费用

税率影响核对:

2016 2015

$ $

税前净亏损 (546,169) (288,940)

使用17%进行税额计算(2015:	17%) (92,849) (49,120)

不可抵扣的费用产生的税务影响 3,666 2,589

税务免除 (1,958) (1,958)

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产生的税务影响 91,141 48,489

- -

依据新加坡所得税法案第134	章的规定，截至2016	年12	月31	日，会馆可用

于弥补未来应纳税盈余的税务亏损共计$1,745,396	(2015:	$1,209,276)，可

用于弥补未来应纳税盈余的捐款共计$285,587	(2015:	$254,537)。未予确认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主要原因系会馆未来可能无法产

生足够的税务盈余用于可弥补税务亏损的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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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附注
2016年12月31日

8.	当期净亏损

2016 2015

附注 $ $

以下项目包含在当期净亏损中：

坏账转销（非贸易） - 22,743

固定资产折旧费 1 9,145 8,610

经营租赁费 3,839 3,839

员工成本：

-	员工薪酬及相关费用 255,198 261,797

-	公积金（CPF） 33,225 32,701

9.	经营租赁承诺

会馆租用了办公设备并就此签订了不可撤销的租赁协议。协议的到期日在一年

以上，	未来最低租赁付款额如下：

2016 2015

$ $

1年以内应付租赁款 3,839 3,839

2-5年内应付租赁款 4,600 8,439

8,439 12,278

会馆为使用办公设备签订了经营租赁协议。此不可撤销的经营租赁协议剩余期

限为17	个月	（2015：29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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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 by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16

In our opinion:

(a)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Teochew Poit Ip Huay Kuan (the “Huay   
 Kuan”) are drawn upso as to give a true and fair view of the financial  
 position of the Huay Kuan as at 31 December 2016 and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changes in general and specific funds, and cash flows  
 of the Huay Kuan for the year ended on that dat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Singapore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and

(b) at the date of this statement, there are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the Huay Kuan will be able to pay its debts as and when they   
 fall due.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has, on the date of this   
 statement, authorised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issue.

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George Quek Meng Tong
President

Woo Chee Chay
Honorary Secretary

Chan Kian Kuan
Honorary Treas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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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t auditors’ report to the members of
Teochew Poit Ip Huay Kuan

Report o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pinion

We have audited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Teochew Poit Ip Huay Kuan (the 
“Huay Kuan”), which comprise th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s at 31 
December 2016, and the statement of profit or loss and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statement of changes in general and specific funds and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for the year then ended, and notes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including a summary of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In our opinion, the accompanying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properly drawn 
up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Societies Act (Chapter 311) 
(the “Act”)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n Singapore (“FRSs”) so as 
to give a true and fair view of the financial position of the Huay Kuan as at 
31 December 2016 and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changes in general and 
specific funds and cash flows of the Huay Kuan for the year ended on that 
date.

Basis for Opinion

We conducted our audit in accordance with Singapore Standards on Auditing 
(“SSAs”). Our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ose standards are further described 
in the Auditors’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Audi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section of our report. We are independent of the Huay Kua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ccounting and Corporate Regulatory Authority (“ACRA”) Code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and Ethics for Public Accountants and Accounting 
Entities (“ACRA Code”), together with the ethical requirements that are 
relevant to our audi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in
Singapore, and we have fulfilled our other ethical responsibil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CRA Code. We believe that the audit evidence we 
have obtained is sufficient and appropriate to provide a basis for our opinion.

Responsibilities of Management and Those Charged with Governance for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Managemen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prepar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that 
give a true and fair view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Act and 
FRSs, and for devising and maintaining a system of internal accounting 
controls sufficient to provide a reasonable assurance that assets are
safeguarded against loss from unauthorised use or disposition; and 
transactions are properly authorised and that they are recorded as necessary 
to permit the preparation of true and fair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to maintain 
accountability of 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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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preparing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management is responsible for 
assessing the Huay Kuan’s ability to continue as a going concern, disclosing, 
as applicable, matters related to going concern and using the going concern 
basis of accounting unless management either intends to liquidate the Huay 
Kuan or to cease operations, or has no realistic alternative but to do so.

Those charged with governance are responsible for overseeing the Huay 
Kuan’s financial reporting process.

Report on other legal and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In our opinion, the accounting and other records required by the Societies 
Regulations enacted under the Act to be kept by the Huay Kuan have been 
properly kept in accordance with those regulations.

Auditors’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Audi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ur objectives are to obtain reasonable assurance about whether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s a whole are free from material misstatement, whether 
due to fraud or error, and to issue an auditors’ report that includes our 
opinion. Reasonable assurance is a high level of assurance, but is not a 
guarantee that an audit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SSAs will always 
detect a material misstatement when it exists. Misstatements can arise from 
fraud or error and are considered material if, individually or in the aggregate, 
they could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influence the economic decisions of 
users taken on the basis of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As part of an audit in accordance with SSAs, we exercise professional 
judgement and maintain professional scepticism throughout the audit. We 
also:

•  Identify and assess the risks of material misstatemen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whether due to fraud or error, design and perform audit  
 procedures responsive to those risks, and obtain audit evidence that is  
 sufficient and appropriate to provide a basis for our opinion. The risk of  
 not detecting a material misstatement resulting from fraud is higher than 
 for one resulting from error, as fraud may involve collusion, forgery, 
 intentional omissions, misrepresentations, or the override of internal 
 control.

•  Obtain an understanding of internal control relevant to the audit in order  
 to design audit procedures that are appropriate in the circumstances,  
 but not for the purpose of expressing an opinion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Huay Kuan’s interna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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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aluate the appropriateness of accounting policies used and the   
 reasonableness of accounting estimates and related disclosures made  
 by management.

• Conclude on the appropriateness of management’s use of the going  
 concern basis of accounting and, basedon the audit evidence obtained,  
 whether a material uncertainty exists related to events or conditions that  
 may cast significant doubt on the Huay Kuan’s ability to continue as a  
 going concern. If we conclude that a material uncertainty exists, we are  
 required to draw attention in our auditors’ report to the related disclosures 
 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r, if such disclosures are inadequate, to modify 
 our opinion. Our conclusions are based on the audit evidence obtained  
 up to the date of our auditors’ report. However, future events or conditions 
 may cause the Huay Kuan to cease to continue as a going concern.

•  Evaluate the overall presentation,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including the disclosures, and whether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represent the underlying transactions and events in a manner that achieves 
 fair presentation.

We communicate with those charged with governance regarding, among 
other matters, the planned scope and timing of the audit and significant 
audit findings, including any significant deficiencies in internal control that 
we identify during our audit.

Report on other legal and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In our opinion, the accounting and other records required by the Societies 
Regulations enacted under the Act to be kept by the Huay Kuan have been 
properly kept in accordance with those regulations.

ShineWing LLP
Public Accountants and
Chartered Accountants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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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s at 31 December 2016

2016 2015
Note $ $

Non-current assets
Plant and equipment 3 8,642 15,071

Current assets
Inventories 4 24,889 24,889
Trade and other receivables 5  340,054 35,219
Other current assets 6 7,462 74,118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7 1,791,904 1,299,084

2,164,309 1,433,310

Total assets 2,172,951 1,448,381

Funds
Accumulated fund 872,933 1,419,102
Total funds 872,933 1,419,102

Current liabilities
Trade and other payables 8 1,299,778 27,751
Advance receipts of course fees 240 1,528

1,300,018 29,279

Total liabilities 1,300,018 29,279

Total funds and liabilities 2,172,951 1,448,381

The accompanying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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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companying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Statement of Profit or Loss and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16

2016 2015
Note $ $

Operating Income
Chingay Parade Donation - 227,000
Chinese new year donations - 10,000
Donations 943,340 123,828
Favour donation 1,000 88,000
Old folk’s home donation -  10,900
Local international affairs 
donation

809,039 60,000

Youth Committee Donation 3,300 35,000
Membership affairs income 12,318 47,051
The 86th Anniversary Gala 
income

23,599 311,245

The 8th Youth Convention 
income

- 2,400

The Teochew Festival 
income

1,911,561 748

Total operating income 3,704,157 916,172

Other Income
Government grants 40,012 14,239
Interest income 17,347 716
Sundry income 7,095 22,677

64,454 37,632

Total Income 3,768,611 953,804

Total operating 
expenditures (Page 87)

(4,314,780) (1,242,744)

Net deficit before 
income tax

(546,169) (288,940)

Tax expense 9 - -

Total deficit for the year 10 (546,169) (288,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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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 of Profit or Loss and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16 
(cont’d)

2016 2015
Note $ $

Operating expenditures:
43rd Committe Installation 
Ceremony

- 17,624

Annual general meeting 
expenses

23,670 58,077

Auditor’s remuneration 10,150 8,000
Bad debts written off 
(non-trade)

- 22,743

Bank charges  368 593
Brainstorming session 
@RWS

- 6,657

Book publishing 2,130 20,706
Casual workers 9,650 2,301
Chinese New Year expenses 22,504 29,302
Chingay Parade expenses - 280,768
Condolences and 
congratulatory

40,766 84,092

CPF contributions 33,225 32,701
Cultural Group expenses 380 1,414
Depreciation of plant and 
equipment

3 9,145 8,610

Donations and sponsorships 12,420 6,620
Entertainment 182 4,596
General expenses 1,005 217
GST not claimable 9,876 -
Insurance 3,867 3,611
Local international affairs 
expenses

579,083 70,536

Leasing of equipment 3,839 3,839
Maintenance 9,915 6,211
Membership affairs 
expenses

4,345 37,826

Office supplies 5,528 6,407
Old folk’s home expenses - 9,876

The accompanying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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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age and couriers 5,994 2,550
Printing and stationery 2,951 14,936
Professional fees 900 1,080
Salaries and related costs 255,198 261,797
Souvenirs 10,881 6,404
Staff welfare 649 1,592
Student’s Association 
expenses

5,618

Subscription fees 1,342 4,222
Telecommunication 3,416 4,692
The 86th Anniversary Gala 
cost

- 140,381

The 8th International Youth 
Convention cost/(income)

285 (878)

The Teochew Festival cost 3,212,013 23,984
Transportation 392 366
Visit teochew association 31,891 39,949
Youth Committee cost 6,820 12,724

Total operating expenditures 
(Page 85)

4,314,780 1,242,744

The accompanying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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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 of Changes in General 
and Specific Funds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16

Accumulated 
Fund Total

$ $

At 1 January 2015 1,708,042 1,708,042

Net deficit for the year (288,940) (288,940)

At 31 December 2015  1,419,102 1,419,102

Net deficit for the year (546,169) (546,169)

At 31 December 2016 872,933 872,933

The accompanying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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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 of Cash Flows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16

2016 2015
$ $

Operating Activities
Net deficit for the year (546,169) (288,940)

Adjusment for:
Interest income  (17,347)  (716)
Bad debts written off (non-trade) - 22,743
Depreciation of plant and equipment 9,145 8,610
Operating deficit before working 
capital changes

(554,371) (258,303)

Changes in working capital:
Inventories - 3,224
Trade and other receivables (304,835) 1,903,395
Other current assets 66,656 (71,370)
Trade and other payables 1,272,027 (1,604,588)
Advance receipts (1,288) 1,008
Net cash generated from/(used in) 
operating activities

478,189 (26,634)

Investing Activities
Acquisition of plant and equipment (2,716) (12,669)
Proceeds from disposal of plant and 
equipment

- 200

Interest received 17,347 716
Net cash generated from/(used in) 
investing activities

14,631 (11,753)

Net increase/(decrease) in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492,820 (38,387)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at 
beginning of the year

1,299,084 1,337,471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at end 
of the year

1,791,904 1,299,084

The accompanying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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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rporate Information

Teochew Poit Ip Huay Kuan (the “Huay Kuan”) was registered in Singapore 
as a Society and has its registered office at 97 Tank Road Singapore 238066. 
The Huay Kuan operates from the same address.

The principal activities of the Huay Kuan are to engage the Teochew 
communities and to promote Teochew culture, tradition and values.

2. Summary of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a) Basis of preparatio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have been prepared in accordance with 
Singapore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FRS”).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have been prepared on the historical cost 
basis except as disclosed in the accounting policies below.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presented in Singapore Dollars which is 
the Huay Kuan’s functional currency.

The prepar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in conformity with FRS requires 
management to make judgements, estimates and assumptions that 
affect the application of accounting policies and the reported amounts 
of assets, liabilities, income and expenses. Actual results may differ 
from these estimates.

Estimates and underlying assumptions are reviewed on an ongoing 
basis. Revisions to accounting estimates are recognised in the period 
in which the estimates are revised and in any future periods affected.

Information about significant areas of estimation uncertainties 
and critical judgements in applying accounting policies that have 
th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amounts recognised 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disclosed in Note 14.

Interpretations and amendments to published standards effective in 
2016

The accounting policies adopted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the 
previous financial year except in the current financial year, the Huay 
Kuan has adopted all new and revised standards which are effective 

These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and should be rea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accompanying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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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nnual financial periods beginning on or after 1 January 2016. The 
adoption of these standards did not have any material effect o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the Huay Kuan for the current or prior years.

 (b) Financial instruments
  
  Non-derivative financial assets 

The Huay Kuan initially recognises loans and receivables and deposits 
on the date that they are originated. All other financial assets are 
recognised initially on the trade date, which is the date that the Huay 
Kuan becomes a party to the contractual provisions of the instrument.

The Huay Kuan derecognises a financial asset when the contractual 
rights to the cash flows from the asset expire, or it transfers the rights to 
receive the contractual cash flows on the financial asset in a transaction 
in which substantially all the risks and rewards of ownership of the 
financial asset are transferred. Any interest in transferred financial 
assets that is created or retained by the Huay Kuan is recognised as 
a separate asset or liability.

Financial assets and liabilities are offset and the net amount presented 
in th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when, and only when, the Huay 
Kuan has a legal right to offset the amounts and intends either to 
settle on a net basis or to realise the asset and settle the liability 
simultaneously.

The Huay Kuan classifies non-derivative financial assets into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Loans and receivables

Loans and receivables are financial assets with fixed or determinable 
payments that are not quoted in an active market. Such assets are 
recognised initially at fair value plus any directly attributable transaction 
costs. Subsequent to initial recognition, loans and receivables are 
measured at amortised cost using the effective interest method, less 
any impairment losses.

Loans and receivables comprise trade and other receivables, and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comprise cash at bank and on hand and 
fixed depos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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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derivative financial liabilities

Financial liabilities are recognised initially on the trade date, which 
is the date that the Huay Kuan becomes a party to the contractual 
provisions of the instrument.

The Huay Kuan derecognises a financial liability when its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are discharged, cancelled or expired.

Financial assets and liabilities are offset and the net amount presented 
in th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when, and only when, the Huay 
Kuan has a legal right to offset the amounts and intends either to 
settle on a net basis or to realise the asset and settle the liability 
simultaneously.

The Huay Kuan classifies non-derivative financial liabilities into 
the other financial liabilities category. Such financial liabilities are 
recognised initially at fair value plus any directly attributable transaction 
costs. Subsequent to initial recognition, these financial liabilities are 
measured at amortised cost using the effective interest method.

Financial liabilities comprise trade and other payables

 (c) Plant and equipment

Recognition and measurement

Items of plant and equipment are measured at cost less 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and accumulated impairment losses. Cost includes 
expenditure that is directly attributable to the acquisition of the asset.

Disposal

The gain or loss on disposal of an item of plant and equipment is 
determined by comparing the proceeds from disposal with the 
carrying amount of plant and equipment, and is recognised in profit 
or loss.

Subsequent costs

The cost of replacing a component of an item of plant and equipment 
is recognised in the carrying amount of the item if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future economic benefits embodied within the component will flow 
to the Huay Kuan, and its cost can be measured reliably. The carrying 
amount of the replaced component is derecognised. The costs of 
the day-to-day servicing of plant and equipment are recognised in 
Statement of Profit or Loss and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as 
incu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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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reciation

Depreciation on plant and equipment is based on the cost of an asset 
less its residual value. Significant components of individual assets are 
assessed and if a component has a useful life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remainder of that asset, that component is depreciated separately.

Depreciation is recognised in Statement of Profit or Loss and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on a straight-line basis over the estimated 
useful lives of each component of an item of plant and equipment.

The estimated useful lives for the current and comparative periods 
are as follows:

  Office equipment    -  3 years
  Furniture and Fittings   -  3 years

Depreciation methods, useful lives and residual values are reviewed 
at the end of each reporting period and adjusted if appropriate.

The carrying amounts of plant and equipment are reviewed for 
impairment when events or changes in circumstances indicate that 
the carrying amount may not be recoverable.

Fully depreciated plant and equipment are retained 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until they are no longer in use.

 (d) Inventories

Inventories are stated at the lower of cost and net realisable value. 
Cost of inventories is based on the first-in first-out cost formula and 
comprises all costs of purchase, costs of conversion and other costs 
incurred in bringing the inventories to their present location and 
condition.

Net realisable value is the estimated selling price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 less the estimated costs of completion and selling 
expenses. In arriving at the net realisable value, due allowance is 
made for all damaged, obsolete and slow moving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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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Impairment

Non-derivative financial assets

A financial asset not carried at fair value through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is assessed at the end of each reporting date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objective evidence that it is impaired. A 
financial asset is impaired if objective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a loss 
event has occurred after the initial recognition of the asset, and that 
the loss event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estimated future cash flows 
of that asset that can be estimated reliably.

Objective evidence that financial assets are impaired can include 
default or delinquency by a debtor, restructuring of an amount due 
to the Huay Kuan on terms that the Huay Kuan would not consider 
otherwise, indications that a debtor will enter bankruptcy, adverse 
changes in the payment status of borrowers or issuers in the Huay 
Kuan.

Loans and receivables

The Huay Kuan considers evidence of impairment for loans 
and receivables at both a specific asset and collective level. All 
individually significant loans and receivables are assessed for 
specific impairment. All individually significant receivables found 
not to be specifically impaired are then collectively assessed for 
any impairment that has been incurred but not yet identified. Loans 
and receivables that are not individually significant are collectively 
assessed for impairment by grouping together loans and receivables 
with similar risk characteristics.

In assessing collective impairment, the Huay Kuan uses historical 
trends of the probability of default, the timing of recoveries and the 
amount of loss incurred, adjusted for management’s judgement as 
to whether current economic and credit conditions are such that 
the actual losses are likely to be greater or less than suggested by 
historical trends.

An impairment loss in respect of a financial asset measured at 
amortised cost is calculated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ts carrying 
amount and the present value of the estimated future cash flows, 
discounted at the asset’s original effective interest rate. Losses are 
recognised in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and reflected 
in an allowance account against loans and receivables. Interest on 
the impaired asset continues to be recognised. When a subsequent 
event (e.g. repayment by a debtor) causes the amount of impairment 
loss to decrease, the decrease in impairment loss is reversed through 
profit or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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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financial assets

The carrying amounts of the Huay Kuan’s non-financial assets, other 
than inventories, are reviewed at each reporting date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any indication of impairment. If any such indication 
exists, then the asset’s recoverable amount is estimated.

The recoverable amount of an asset or cash-generating unit (“CGU”) 
is the greater of its value in use and its fair value less costs to sell. In 
assessing value in use, the estimated future cash flows are discounted 
to their present value using a pre-tax discount rate that reflects current 
market assessments of the time value of money and the risks specific 
to the asset or CGU. For the purpose of impairment testing, assets that 
cannot be tested individually are grouped together into the smallest 
group of assets that generates cash inflows from continuing use that 
are largely independent of the cash inflows of other assets or CGU.

Impairment losses are recognised in profit or loss.

Impairment losses recognised in prior periods are assessed at each 
reporting date for any indications that the loss has decreased or no 
longer exists. An impairment loss is reversed if there has been a 
change in the estimates used to determine the recoverable amount. An 
impairment loss is reversed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the asset’s carrying 
amount does not exceed the carrying amount that would have been 
determined, net of depreciation or amortisation, if no impairment loss 
had been recognised.

	 (f)	Employee	benefits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s

A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is a post-employment benefit plan under 
which an entity pays fixed contributions into a separate entity and 
will have no legal or constructive obligation to pay further amounts. 
Obligations for contributions to defined contribution pension plans 
are recognised as an employee benefit expense in profit or loss in the 
periods during which services are rendered by employees.

Accrual for short term accumulated compensated absences

Accrual for short term accumulated compensated absences is made 
for the Huay Kuan’s obligations to pay their employees their salary in 
the event of annual leave being utilised in the subsequen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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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Income Recognition

Membership fees

Membership fee is recognised as it accrues.

Donations

Donation is recognised and accrued as and when it is committed. 
Uncommitted donations are recognised upon receipt. Donation-in-
kind is recognised when the fair value of the asset received can be 
reasonably ascertained.

Interest Income

Interest income is recognised as it accrues, using the effective interest 
method.

Sales of goods

Revenue on sale of goods is measured at the fair value of consideration 
received or receivables, net of returns and allowances, trade discounts 
and volume rebates. Revenue is recognised when the significant 
risks and rewards of ownership have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buyer, 
recovery of the consideration is probable, the associated costs and 
possible return of goods can be estimated reliably, and there is no 
continuing management involvement with the goods, and the amount 
of revenue can be measured reliably.

Other Income

Other income is recognised upon receipt.

 (h) Leases

When the Huay Kuan is the lessee of an operating lease

When the Huay Kuan has the use of assets under operating leases, 
payments made under the leases are recognised in the Statement of 
Profit or Loss and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on a straight-line basis 
over the term of the lease. Lease incentives received are recognised 
in the Statement of Profit or Loss and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total lease payments made. Contingent 
rentals are charged to the Statement of Profit or Loss and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in the accounting period in which they are 
incu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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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inance costs

Bank charges are recognised in the profit or loss in the period in which 
they are incurred.

 (h) Taxes

Deferred tax is recognised in respect of temporar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arrying amounts of assets and liabilities for financial 
reporting purposes and the amounts used for taxation purposes. 
Deferred tax is not recognised for temporary differences arising on 
the initial recognition of goodwill.

The measurement of deferred taxes reflects the tax consequences 
that would follow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Company expects, at the 
end of the reporting period, to recover or settle the carrying amount 
of its assets and liabilities. Deferred tax is measured at the tax rates 
that are expected to be applied to temporary differences when they 
reverse, based on the laws that have been enacted or substantively 
enacted by the reporting date.

Deferred tax assets and liabilities are offset if there is a legally 
enforceable right to offset current tax liabilities and assets, and they 
relate to taxes levied by the same tax authority on the same taxable 
entity.

A deferred tax asset is recognised for unused tax losses, tax credits 
and deductible temporary differences, to the extent that it is probable 
that future taxable profits will be available against which they can be 
utilised. Deferred tax assets are reviewed at each reporting date and 
are reduced to the extent that it is no longer probable that the related 
tax benefit will be realised.

In determining the amount of current and deferred tax, the Company 
takes into account the impact of uncertain tax positions and whether 
additional taxes may be due. The Company believes that its 
accruals for tax liabilities are adequate for all open tax years based 
on its assessment of many factors, including interpretations of tax 
law and prior experience. This assessment relies on estimates and 
assumptions and may involve a series of judgements about future 
events. New information may become available that causes the 
Company to change its judgement regarding the adequacy of existing 
tax liabilities; such changes to tax liabilities will impact tax expense in 
the period that such a determination is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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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New standards and interpretations issued but not yet effective

A number of new standards, amendments to standards and 
interpretations are effective for annual periods beginning after 1 
January 2016, and have not been applied in preparing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 Huay Kuan is currently assessing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adopting these new standards and interpretations o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the Huay kuan. These new standards, amendments to 
standards and interpretations are:

Description

Amendments to:
-FRS 7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Disclosure Initiative 1 January 2017
-FRS 12 Income Taxes: Recognition of Deferred  1 January 2017
 Tax Assets for Unrealised Losses     
FRS 109 Financial Instruments  1 January 2018
FRS 115 Revenue from Contracts with Customers  1 January 2018
FRS 116 Leases  1 January 2019

Amendments to FRS 7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Disclosure Initiative

The amendments to FRS 7 required an entity to provide disclosures 
that enable user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to evaluate changes in 
liabilities arising from financing activities, including both changes 
arising from cash flows and non-cash changes

Amendments to FRS 12 Income Taxes: Recognition of Deferred Tax 
Assets for Unrealised Losses

The amendments to FRS 12 clarify that unrealised losses on debt 
instruments measured at fair value 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but at 
cost for tax purposes can give rise to deductible temporary differences. 
The amendments also clarify that the carrying amount of an asset 
does not limit the estimation of probable future taxable profits, and 
that when comparing deductible temporary differences with future 
taxable profits, the future taxable profits excludes tax deductions 
resulting from the reversal of those deductible temporary differences.

Annual periods
commencing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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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S 109 Financial Instruments

FRS 109 replaces most of the existing guidance in FRS 39 Financial 
Instruments: Recognition and Measurement. It includes revised 
guidance on class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a new expected credit loss model for calculating impairment on 
financial assets, and new general hedge accounting requirements. It 
also carries forward the guidance on recognition and derecognition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from FRS 39.

FRS 115 Revenue from Contracts with Customers

FRS 115 establishes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how much and when revenue is recognised. It also introduces 
new cost guidance which requires certain costs of obtaining and 
fulfilling contracts to be recognised as separate assets when 
specified criteria are met. When effective, FRS 115 replaces existing 
revenue recognition guidance, including FRS 18 Revenue, FRS 11 
Construction Contracts, INT FRS 113 Customer Loyalty Programmes, 
INT FRS 115 Agre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 Estate, INT FRS 
118 Transfers of Assets from Customers and INT FRS 31 Revenue –
Barter Transactions Involving Advertising Services.

FRS 116 Leases

FRS 116 eliminates the lessee’s classification of leases as either 
operating leases or finance leases and introduces a single lessee 
accounting model. Applying the new model, a lessee is required to 
recognise right-of-use (“ROU”) assets and lease liabilities for all leases 
with a term of more than 12 months, unless the underlying asset is of 
low value. FRS 116 substantially carries forward the lessor accounting 
requirements in FRS 17 Leases. Accordingly, a lessor continues 
to classify its leases as operating leases or finance leases, and to 
account for these two types of leases using the FRS 17 operating 
lease and finance lease accounting models respectively. However, 
FRS 116 requires more extensive disclosures to be provided by a 
lessor. When effective, FRS 116 replaces existing lease accounting 
guidance, including FRS 17, INT FRS 104 Determining whether 
an Arrangement contains a Lease, INT FRS 15 Operating Leases-
Incentives, and INT FRS 27 Evaluating the Substance of Transactions 
Involving the Legal Form of a Lease.

Management Committee is currently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the 
above standards o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Huay Kuan in the 
period of initial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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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31 December 2016

3. Plant and equipment
Office 

Equipment
Furniture and  

fittings
Total

$ $ $
Cost
At 1 January 2015 18,667 - 18,667
Additions 1,455 11,214 12,669
Disposals (200) - (200)

At 31 December 2015 19,922 11,214 31,136

At 1 January 2016 19,922 11,214 31,136
Additions 2,716 - 2,716

At 31 December 2016 22,638 11,214 33,852

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At 1 January 2015 7,455 - 7,455
Depreciation for the year 6,279 2,331 8,610

At 31 December 2015 13,734 2,331 16,065

At 1 January 2016 13,734 2,331 16,065
Depreciation for the year 5,407 3,738 9,145

At 31 December 2016 19,141 6,069 25,210

Carrying amount
At 1 January 2015 11,212 - 11,212

At 31 December 2015 6,188 8,883 15,071

At 31 December 2016 3,497 5,145 8,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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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31 December 2016

4. Inventories
Inventories represent excess articles from events held for re-sale.

5. Trade and other receivables
2016 2015
$ $

Trade receivables 328,868 7,188
GST receivables - 704
Other receivables - 26,341
Deposit paid 11,186 986

340,054 35,219

Trade receivables are non-interest bearing. They are recognised at 
their original invoice amounts which represent their fair values on initial 
recognition.

Impairment losses

The ageing of trade receivables at the reporting date are as follows:

2016 2015
$ $

Not past due 66,661 7,188
Past due 0 – 30 days 262,207 -

328,868 7,188

Based on historical payment behaviour and extensive analysis of the 
underlying customers’ credit quality, the Huay Kuan believes that no 
impairment allowances are necessary in respect of trade receivables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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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31 December 2016

6. Other current Assets
2016 2015

$ $
Advanced payment to 
suppliers

7,462 74,118

7.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2016 2015
$ $

Cash at bank and on hand 1,640,932 239,084
Fixed deposits 150,972 1,060,000

1,791,904 1,299,084

Fixed deposits at the end of the reporting period have an average maturity 
of 13 days (2015: 127) from the end of the financial year with a weighted 
average effective interest rate of 1.80% (2015: 1.41%) as at the end of the 
reporting period.

8. Trade and other payables

2016 2015
$ $

Trade payables 851,719 6,123
GST payables 20,109 -
Sundry payables 4,291 2,832
Accrued operating expenses 423,659 18,796

1,299,778 27,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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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31 December 2016

9. Tax Expense

Reconciliation of effective tax rate:
2016 2015

$ $
Deficit before income tax (546,169) (288,940)

Tax calculated using Singapore
tax rate of 17% (2015: 17%)

(92,849) (49,120)

Tax effect of non-deductible 
expenses

3,666 2,589

Tax exemption (1,958) (1,958)
Tax effect of deferred tax assets not 
recognised

91,141 48,489

- -

10. Deficit for the year
2016 2015

$ $
The following items have been 
included inarriving at deficit for the 
year:
Bad debts written off (non-trade) - 22,743
Depreciation of plant and equipment 3 9,145 8,610
Operating lease expenses 3,839 3,839
Staff costs:
- salaries and related costs 255,198 261,797
- contribution to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s

33,225 32,701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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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31 December 2016

11. Operating lease commitments

The Huay Kuan leases certain office equipment under a lease agreement that 
is noncancellable and expiring more than one year. The future minimum lease 
payments are as follows:

2016 2015
$ $

Payable within one year 3,839 3,839
Payable between two to five year 4,600 8,439

8,439 12,278

The Huay Kuan has entered into operating lease agreement for office 
equipment. These non-cancellable operating leases have remaining lease 
terms of up to 17 months (2015: 29 months).

12.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a)	Categories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The following table sets out the financial instruments at the end of the   
reporting period:

2016 2015
$ $

Financial assets
Loan and receivables (including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 Trade and other receivables 340,054 34,515*
-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1,791,904 1,299,084

2,131,958 1,333,599

Financial liabilities
Liabilities at amortised cost
- Trade and other payables 1,279,669** 27,751

* Trade and other receivables excluding GST receivables
** Trade and other payables excluding GST pay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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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policies and objectives

The Huay Kuan is exposed to financial risks arising from its operations 
and the use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The key financial risks include 
credit risk and liquidity risk.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reviews and agrees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se risks. Risks management 
policies and systems are reviewed regularly to reflect changes in 
market conditions and the Huay Kuan’s activities.

There has been no change to the Huay Kuan’s exposure to these 
financial risks or the manner in which it manages and measures the 
risks.

Credit risk management

The Huay Kuan has a credit policy in place which establishes credit 
limits for customers and monitors their balances on an ongoing basis. 
Credit evaluations are performed on all customers requiring credit 
over a certain amount. If the customers are independently rated, 
these ratings are used. Otherwise, the credit quality of customers 
is assessed after taking into account its financial position and past 
experience with the customers.

There exists concentration of credit risk with respect to trade 
receivables. Trade receivables are generated primarily from three 
(2015: Nil) major customers. The amounts receivable from the 
customers represented approximately 45% (2015: Nil%) of the total 
trade receivables of the Huay Kuan. Management believes that the 
financial standing of this customer which is a major corporation 
substantially mitigates the Huay Kuan’s exposure to credit risk.

Liquidity risk management

Liquidity risk is the risk that the Huay Kuan will encounter difficulty 
in meeting financial obligations due to shortage of funds. The Huay 
Kuan monitors its liquidity risk and maintains a level of cash and bank 
balances deemed adequate by management committee to finance 
the Huay Kuan’s operations and to mitigate the effects of fluctuations 
in cash flows.

The Huay Kuan is dependent on its members’ contribution and 
donations to meet recurring expenditure. Management Committee is 
confident that funds from its members will continue to be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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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Fair value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Fair value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by classes that are not carried at fair value 
and whose carrying amounts are reasonable approximation of fair value

The carrying amounts of financial assets and liabilities with a maturity of 
less than one year (including trade and other receivables,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and trade and other payables) are assumed to approximate their 
fair values because of the short period to maturity.

14. Critical accounting estimates and judg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applying the Huay Kuan’s accounting policies, which are 
described in Note 2,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i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re 
are no instances of application of judgements which are expected to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amounts recognised 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15. Authoris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were authorised for issue by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on the date of the Statement by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