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光耀香江」香港回歸15
周年大型評選活動由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
織與香港文匯報共同發起，作為對香港回
歸15周年的隆重獻禮。本次評選活動獎項
入圍名單由海外華文媒體和香港文匯報所
屬33家分社、辦事處提名，經本次活動首
席顧問機構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

補充，最終由組委會確立網絡投票名單。
本次活動在香港文匯網與新浪網進行了10
天的網絡投票，受到了中國及國外關注。

王樹成饒美蛟楊汝萬等任評委
本次活動評委會陣容包括：海外華文傳

媒合作組織主席、香港文匯報社長王樹

成，嶺南大學前副校長饒美蛟，特區政府
中央政策組泛珠三角小組主席楊汝萬，香
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中
國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齊鵬飛，
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饒戈平，中山
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陳廣漢，原
廣東省高教廳廳長許學強，香港浸會大學
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薛鳳旋，中山大學港
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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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耀香江頒獎 見證回歸15載輝煌
楊建平姜瑜曾憲梓等主禮 董建華獲終身成就獎

榮耀城市獎
北京市 上海市

天津市 重慶市

鄭州市 武漢市

南京市 杭州市

寧波市 西安市

成都市 福州市

廣州市 深圳市

東莞市

(排名不分先後)

卓越企業獎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招商局集團

華潤（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中旅（集團）有限公司

廣東粵海控股有限公司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瑞安集團

隆集團有限公司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嘉華集團 合和實業有限公司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漯河市雙匯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加多寶(中國)飲料有限公司 輔仁藥業集團有限公司

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內地投資熱點獎
北京市東城區 河北省唐山灣國際旅遊島

河南省安陽市 河南省濟源市

四川省成都市錦江區 四川省成都高新區

湖南省長沙市芙蓉區 廣東省東莞市麻涌鎮

廣東省東莞市虎門港 北京市昌平區

湖北省武漢市江漢區 江蘇省昆山市

北京市順義區 北京市西城區

陝西省西咸新區 天津市濱海新區

黑龍江省佳木斯市

傑出人物獎
河南省漯河市雙匯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董事長 萬隆

貴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袁仁國

宜賓五糧液集團有限公司 總經理 劉中國

蘇寧集團 董事長 張近東

鄭州大學 黨委書記 鄭永扣

北京豐順工貿集團 董事長 安鍾岩

河南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港澳處 處長 陳冀萍

湖南港湘置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 葉輔翼

卓爾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閻志

鄭州交通職業學院 院長 李順興

中國研成投資控股集團 主席 姚研成

江蘇大全集團 總裁 徐翔

河南省書法家協會 主席 宋華平

香港回歸15周年功勛人物終身成就獎 董建華

香港回歸15周年特別紀念獎 河南炎黃姓氏歷史文化基金會

香港回歸15周年傑出貢獻人物獎　許榮茂

香港回歸15周年特別貢獻獎　河南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

香港回歸15周年文化傳播創新獎　點心衛視

香港回歸15周年文化交流大使獎　張明敏

功勛人物獎
陳馮富珍 范徐麗泰

馮國經 高錕

李嘉誠 梁愛詩

劉德華 利國偉

馬介璋 饒宗頤

邵逸夫 田家炳

吳康民 曾憲梓

曾鈺成

(按姓氏普通話拼音排列)

香港文匯報訊 「光耀香江」香港回歸15周年大型評

選活動圓滿結束，並於7月31日假四季大酒店隆重舉行

活動頒獎典禮－炎黃姓氏之夜。是次活動由海外華文

傳媒合作組織和香港文匯報共同發起，評選出「功勛

人物」、「榮耀城市」、「卓越企業」和「重大新聞事

件」等多項獎項，評選旨在回顧和總結香港回歸15年

來的輝煌成就及嘉許為香港持續繁榮穩定發展作出卓

越貢獻的個人、機構、城市和企業。董建華榮獲香港

回歸15周年功勛人物終身成就獎。

唐怡源韓淑霞吳康民許榮茂等主禮
頒獎典禮當晚高朋滿座，冠蓋雲集，一起見證和分享獲獎者的

成就和喜悅。中聯辦副主任楊建平，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姜瑜，

原全國人大常委曾憲梓，華潤集團總經理喬世波，中聯辦台灣事

務部部長唐怡源、青年工作部部長韓淑霞，培僑教育機構董事會

主席吳康民，曾鈺成，全國政協委員許榮茂，歌影視「天王」劉

德華，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陳廣漢，行政會議成員

張志剛，嶺南大學前副校長饒美蛟，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泛

珠三角小組主席楊汝萬，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主席、香港文匯

報董事長、社長王樹成，香港文匯報董事、副社長馮瑛冰等主

禮。

王樹成：同心合作助兩地發展
王樹成在典禮上致辭時表示，此次香港文匯報聯合海外華文傳

媒合作組織，與遍布世界五大洲的40多家華文媒體，共同發起

「光耀香江」香港回歸15周年大型評選活動，就是要以媒體之責

任，記錄並見證香港15年來的輝煌成就，為香港驕傲，為祖國自

豪，為香港踏上一個新的歷史起點加油。他說，香港與內地血脈

相連，相信兩地在未來的合作發展中，會更加協力同心，優勢互

補，交相輝映。

陳廣漢：回顧總結港輝煌成就
陳廣漢則表示，「光耀香江」香港回歸15周年大型評選活動評

選出「香港重大新聞事件」、「功勛人物」等項目，是對回歸15

年來香港輝煌成就的回顧和總結，通過榮譽和分享的方式，鼓勵

社會各界人士，一如既往、同心同德推動香港和國家未來發展。

陳馮富珍范太馮國經高錕李嘉誠獲獎
各獎榮譽花落誰家，已一一揭曉。榮獲「光耀香江」香港回歸

15周年「功勛人物獎」包括：陳馮富珍、范徐麗泰、馮國經、高
錕、李嘉誠、梁愛詩、劉德華、利國偉、馬介璋、饒宗頤、邵逸
夫、田家炳、吳康民、曾憲梓、曾鈺成；獲評為「榮耀城市獎」
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慶、鄭州、武漢、南京、杭
州、寧波、西安、成都、福州、廣州、深圳、東莞；而榮獲「香
港回歸15周年特別紀念獎」、「香港回歸15周年傑出貢獻人物
獎」、「香港回歸15周年特別貢獻獎」、「香港回歸15周年文化傳
播創新獎」和「香港回歸15周年文化交流大使獎」各獎項個人或
機構分別為：河南炎黃姓氏歷史文化基金會、許榮茂、河南省人
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點心衛視、張明敏。

田北俊林淑儀朱蓮芬黃玉山譚惠珠捧場
會上，眾賓客共同舉杯賀祖國繁榮昌盛，香港未來更加美好。

頒獎典禮與會嘉賓尚包括：中聯辦法律部副部長劉新魁、宣傳文
體部副部長朱文、九龍工作部副部長王小靈、港島工作部副部長
劉林，香港旅遊發展局主席田北俊，香港工聯會會長林淑儀，香
港工商專業協進會主席朱蓮芬，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黃玉山，全
國人大代表譚惠珠，香港衛視國際傳媒集團董事局主席兼行政總
裁高洪星，香港文匯報董事總經理歐陽曉晴、執行總編輯吳明
等。
是次評選由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出任首席顧問機構，

新浪網為內地唯一指定合作網絡媒體，香港文匯網則為官方網
站。

曾憲梓：對國家回報永無止境

「人的一生所做，不為其他，國家培養了我，

我一早就立志要終身報效國家。」他謙稱所做從

未想到要回報，能獲得獎項很高興，會激勵自己

做得更好。提及他的3個基金：曾憲梓教育基

金、曾憲梓載人航天基金、曾憲梓體育基金，他

又一次重申其名言：「只要曾憲梓不死，金利來

不倒閉，我對國家的回報就永無止境。我的下一

代，再下一代，都會繼續我的事業。」

吳康民：與文匯報見證港變遷

「我是倚老賣老，得獎實在受之有愧。」吳康

民爽朗笑道，並暢憶起與文匯報半個多世紀的深

厚淵源，作為文匯報「最老的」讀者和寫作者，

從文匯報在香港創刊之日起，吳康民就是忠實讀

者。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他又受邀為文匯報撰

寫教育專欄和隨筆，與報紙共同見證香港世事變

遷，情誼深厚。

曾鈺成：有幸見證香港回歸

與吳康民師生情深的曾鈺成，和老師同台獲授

獎項，亦謙虛表示慚愧，話自己還可以做得更

好。正值香港回歸祖國15周年之際，曾鈺成感慨

有幸參與和見證香港回歸的籌備與特區政府成

立，深切感受到中央政府對於香港的偉大構想與

實踐的信心。他稱，有幸親身見證這樣一個大時

代，相信「一國兩制」會繼續發展，在實踐中不

斷豐富，並希望自己能繼續參與其中。

許榮茂：續多貢獻國家發展

唯一獲得「傑出貢獻人物」的許榮茂低調表

示，得獎對他來說是一種鼓勵，很開心。他今

後還會繼續做多點，為香港和諧和經濟發展貢

獻力量。他說，作為香港一分子，為香港出力

理所應當，是份內事。連年在內地捐助和支持

慈善公益事業的許榮茂亦希望繼續為國家發展

多做貢獻。

獲獎嘉賓：續貢獻祖國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 頒獎儀式在張明敏一曲獨唱《我的中
國心》下拉開序幕，雋永熟悉的弦律在現場久久回蕩。
晚宴上，主辦方更安排了精彩的雜技表演，以饗來賓。

盧大偉講解弘揚中華姓氏文化
在晚宴期間，河南省文化強省建設領導小組副組長、

炎黃姓氏歷史文化基金會名譽顧問盧大偉亦受邀登台，
為來賓講解基金會在弘揚中華姓氏文化方面所做的努
力，以及香港和內地在促進和播揚中華文化方面的合作
之路。

廣州軍區戰士文工團演雜技
當晚，現場賓主舉杯共飲，互致問候與祝福，氣氛熱

烈。主辦方精心安排中國人民解放軍廣州軍區戰士文工
團帶來的雜技—《力與美—男女對手》與《東方天鵝—
芭蕾對手頂》，當中《東方天鵝—芭蕾對手頂》曾榮獲
「蒙特卡洛國際雜技節」中最著名的雜技界奧斯卡「金
小丑」獎。兩個享譽國內外的雜技節目，在表演者的精
湛演繹，並驚險和柔美融於一體，美輪美奐，令人驚
嘆，為晚宴錦上添花。

■「光耀香江」 香港回歸

15周年大型評選頒獎典禮

——炎黃姓氏之夜，嘉賓

和領獎代表濟濟一堂。

■唐怡源(右)和林淑儀(左)頒發特別紀念獎予河南炎黃姓氏歷史文化基金會，該會理事長趙建

軍（中）代表領獎。 ■楊建平(右)和王樹成(左)頒發功勛人物獎予曾憲梓。

■《芭蕾

對手頂》

大 獲 好

評。

■楊建平(右)和王樹成(左)頒發功勛人物獎予吳康民。 ■楊建平(右)和王樹成(左)頒發傑出貢獻人物獎予許榮茂。

■楊建平

(右)和王

樹成(左)

頒發功勛

人物獎予

曾鈺成。

■楊建平

(右)和王樹

成(左)頒發

功勛人物

獎予馬介

璋，由馬

鴻文(中）

代 表 接

受。

■《力與

美— 男

女對手》

表 演 精

彩。

■楊建平

(右)和王樹

成(左)頒發

功勛人物

獎予劉德

華。

張明敏高歌 東方天鵝獻舞

傑出企業獎
北京俏江南餐飲有限公司 北京燕京啤酒集團公司

廣東省交通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誠通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李寧體育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金隅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江蘇遠東控股集團公司 湖南省白沙溪茶廠股份有限公司

洛陽牡丹瓷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漢章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珠海港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武漢亞洲心臟病醫院

柏斯琴行(中國)有限公司

文匯新浪網接受投票 全球關注
■田北俊

(右)和黃玉

山(左)頒發

文化傳播

創新獎予

點 心 衛

視，由創

辦人司徒

傑代表領

獎。

■ 田 北 俊

(右)和黃玉

山(左)頒發

文化交流大

使獎予張明

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