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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南旋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香
港工商總會會長，新界社團聯會名譽
會長，香港惠州社團聯合總會常務副
主席，廣東省政協委員，廣東省惠州
市政協常委。

2011年獲頒銅紫荊星章。

王庭聰
1961年10月出生

1

男，美國加州大學機械工程系學
士，剛毅(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香港
培華(教育)基金常務副主席。香港特別
行政區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
表。

1987年獲委香港太平紳士，2003年獲
頒銅紫荊星章。

王敏剛
1949年1月出生

2

男，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碩士，中
學教師。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理
事，考評局通識科科目委員會委員，
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委員，津貼學
校公積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方景樂
1976年7月出生

3

男，美國哈佛商學院工商管理碩
士，縱橫二千集團主席。香港立法會
議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
會務顧問，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一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97年獲委香港太平紳士，2000年獲
頒銅紫荊星章。

田北辰
1950年8月出生

4

女，法律博士，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
限公司非執行副主席，中國電信有限公
司獨立董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
成員，香港廉政公署貪污問題諮詢委員
會主席，香港金融發展局籌備小組主
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一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代表。2006年獲委香港太平紳
士，2009年獲頒金紫荊星章。史美倫

1949年12月出生

5

男，荷蘭鹿特丹伊拉斯謨大學經濟
學碩士，香港大學交通政策及規劃碩
士，創建香港行政總裁。香港南區區
議員，海濱事務委員會成員。

司馬文
1958年11月出生

6

男，英國法學院畢業，工商管理碩
士，香港、英國、澳洲及新加坡律
師，杜偉強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
中國委托公證人。保良局顧問局委
員，上訴審裁團(建築物)主席，香港太
平洋戰爭紀念撫恤金上訴委員會主
席，天津市政協常委，中華海外聯誼
會理事。2006年獲頒銅紫荊星章。杜偉強

1952年8月出生

7

男，香港大學理學士，前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入境處處長、廉政專員、
保安局局長。

1998年獲頒入境事務卓越勳章，2009
年獲頒金紫荊星章。

李少光
1948年8月出生

8

男，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經濟學
碩士，意大利菲納菲喀學院金融學碩
士，招商局集團副總裁，招商局金融
集團董事長。榮獲2005中國CFO(財務
總監)年度人物，2006年度中國傑出
CIO(首席信息官)。

李引泉
1955年4月出生

9

男，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主
席。香港電影製片家協會副主席，香
港福建社團聯會永遠名譽主席，香港
國民教育促進會副主席，香港廈門聯
誼總會永遠名譽會長兼理事長，福建
省政協委員，前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
特邀委員。

李國興
1958年11月出生

10

男，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文學
學士，香港爪哇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
事，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名譽顧
問暨青年委員會副主任，香港酒店業
主聯會管理委員會暨執行委員會委
員，全國工商聯第十一次會員代表大
會代表，四川省政協委員。

呂聯勤
1974年11月出生

11

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藝
美學博士研究生。香港工會聯合會理
事長，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會長，勞
工顧問委員會僱員代表，強制性公積
金計劃上訴委員會委員，廈門市政協
常委。

吳秋北
1970年2月出生

12

男，澳門東亞大學研究院文憑，中
國銀行(香港)信託有限公司董事長。香
港立法會議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
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2001年獲委香港太平紳士，2004年獲
頒銀紫荊星章。

吳亮星
1949年7月出生

13

男，香港城市大學、中山大學工商
管理學碩士。消戾氣、除對抗研究中
心會長，九龍街坊會總會會長，香港
中小型企業聯合會創會會長，粵港台
青年就業創業促進會會長，河南省政
協委員。

2002年獲頒榮譽勳章(MH)。
佘繼標

1955年4月出生

14

男，香港中文大學醫學博士，林順
潮眼科中心主管，「亮睛工程」慈善
基金會主席，中山大學眼科國家重點
實驗室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一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2004年獲委香港太平紳士。

林順潮
1959年11月出生

15

女，香港大學理科學士和社會科學
碩士，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名譽博士，
香港大學、城市大學及理工大學榮譽
社會科學博士，香港賽馬會董事，前
香港立法會主席，第十一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1988年獲委香港太平紳士，2007年獲
頒大紫荊勳章。范徐麗泰

1945年9月出生

16

男，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電機及電
腦系學士，香港菱電發展有限公司主
席，香港城市大學校董會主席，香港
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市政
協常委，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會常務
委員，中華海外聯誼會常務理事。

2000年獲委香港太平紳士，2011年獲
頒銅紫荊星章。胡曉明

1954年2月出生

17

男，香港理工學院土木工程系畢
業，主流娛樂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香
港立法會議員，西九龍文化區管理局
董事，前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香港
特別行政區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代表。

2002年獲委香港太平紳士，2004年獲
頒銀紫荊星章。馬逢國

1955年7月出生

18

男，英國徹斯特法律學院畢業，香
港胡關李羅律師行高級合夥人，中國
委托公證人。香港基本法研究中心副
主席，香港中華回教博愛社首席顧
問，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一屆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代表，雲南省政協委員，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2005年獲委香港
太平紳士，2007年獲頒銀紫荊星章。馬豪輝

1951年7月出生

19

男，碩士研究生，萬順昌集團有限
公司主席。香港青年聯會顧問(前主
席)，哈佛商學院(香港)校友會顧問，復
旦大學校董，大律師紀律審裁團成員
(香港)，全國青聯常委，上海市政協常
委。

2004年榮獲「香港青年工業家」
獎，2008年獲委香港太平紳士。姚祖輝

1965年10月出生

20

男，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工作(榮譽)學
士、香港中文大學法律與公共事務碩
士，註冊社工。新界社團聯會理事
長，新界社團聯會社會服務基金執行
董事，香港北區區議員，香港各界慶
典委員會秘書長，公民教育委員會委
員，曾任第十屆全國青聯委員。

2011年獲委香港太平紳士。陳 勇
1969年9月出生

21

男，倫敦商會會計專業文憑，公開
大學榮譽院士，高捷管理有限公司主
席。九龍社團聯會會長，九龍觀塘區
區議會主席，香港青年事務委員會主
席，廣東省政協委員。

2002年獲委香港太平紳士，2009年獲
頒銀紫荊星章。

陳振彬
1957年11月出生

22

男，香港亞洲金融集團(控股)有限公
司總裁。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
員，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古物諮
詢委員會主席，嶺南大學校董會主
席，香港樂施會副主席，香港特別行
政區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
表。2002年獲委香港太平紳士，2006年
獲頒金紫荊星章。陳智思

1965年1月出生

23

男，現代中國法律博士，離岸石油
科技博士，KEELE大學研讀緊急及意
外援救，陳普芬會計師有限公司執業
會計師，英國皇家特許工業設計師，
九龍交易所創辦主席(1972年)，印度國
際法官前任反恐演說嘉賓。

1971年獲委香港太平紳士。
陳普芬

1922年2月出生

24

男，加拿大安大略省麥馬斯達大學
數學學士，嘉美磁帶有限公司董事。
香港潮州商會會董、青年委員會副主
任，廣東省海外聯誼會理事。

陳德寧
1964年4月出生

25

女，工商管理博士及院士，註冊護
士，中美合資CHC國際醫院(寧波)榮譽
總裁兼資深顧問、前首席執行官，華
健(香港)顧問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香港
衛生護理管理學院院長，前醫管局聯
網及醫院總經理，中華海外聯誼會理
事，全國婦聯香港特邀代表。

曹聖玉
1949年8月出生

26

男，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商學
士，執業會計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
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主席，香港國際主
題樂園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香
港專業聯盟副主席，香港廉政公署防
止貪污諮詢委員會主席，香港會計師
公會前會長。

區嘯翔
1951年5月出生

27

女，廣州中醫藥大學醫學碩士，馮
玖國醫館主任醫師，南京中醫藥大
學、廣州中醫藥大學客座教授。香港
註冊中醫學會會長，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中醫藥發展委員會籌備小組委
員，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委員。

馮　玖
1951年12月出生

28

男，香港中文大學訊息工程博士，
仲良集團主席，中國建築國際集團董
事。香港律政司調解督導委員，香港
和解中心創會會長，中國國際經貿仲
裁委員會仲裁員，香港工程師學會資
深會員，中華總商會常務會董，香港
仲裁司學會原會長，新界鄉議局增選
執委，湖北省政協委員。梁海明

1954年12月出生

29

男，香港張明敏文化事業(集團)有限
公司董事長，順安家具(深圳)有限公司
董事長。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副會
長，香港青年聯會顧問，中華全國工
商業聯合會執委，中華海外聯誼會理
事，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委員。

2010年獲頒銅紫荊星章。
張明敏

1956年9月出生

30

男，美國康奈爾大學運籌學與工業
工程學碩士，盛國集團有限公司主
席。香港中華總商會會董，香港潮州
商會常董，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央
政策組泛珠三角委員會委員，香港中
西區青年活動委員會主席，北京市青
聯副主席，江西省政協委員。

張俊勇
1970年2月出生

31

女，山西太原醫學院畢業，眾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主席。張學良基金會
會長，中國公益事業發展聯合會副會
長，世界華人華僑和平促進會永久榮
譽會長，美國中國東北同鄉會榮譽會
長，司法部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理
事，中華四海同心會總會會長。

張桂蘭
1938年9月出生

32

男，南澳大利亞大學工商管理碩
士。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
聯絡辦公室社會工作部部長，廣東省
政協常委，中國社工協會理事，中國
殘疾人基金會理事。

張鐵夫
1952年5月出生

33

男，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博士。
香港工商專業聯會主席，香港土地及
建設諮詢委員會主席，破產欠薪保障
基金會委員會主席，香港中華廠商聯
合會前會長，福建省政協委員。

2010年獲委香港太平紳士，2012年獲
頒銅紫荊星章。

黃友嘉
1957年10月出生

34

男，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博士，香港
科技大學副校長、環境生物學教授。
香港獸醫管理局主席，香港學者協會
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一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福建省政協
常委。2001年獲委香港太平紳士，2004
年獲頒銅紫荊星章。黃玉山

1949年12月出生

35

女，香港大學外科碩士，香港大學
創傷及矯形學系手足外科部主任，博
士研究生導師。香港手外科醫學會會
長，香港糖尿肢體學會創會會長，香
港舉重健力總會主席，香港醫學會會
董，亞洲手外科醫學聯會前任秘書。

葉永玉
1961年11月出生

36

男，華南師範大學地理系學士，漢
華教育機構副主席。香港立法會議
員，香港中西區區議員，香港房屋委
員會委員，市區重建局董事會非執行
董事，強制性公積金管理局董事會非
執行董事，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一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99年獲委香
港太平紳士，2004年獲頒金紫荊星章。葉國謙

1951年11月出生

37

男，香港中文大學榮譽學士，天水
圍香島中學校長，國民教育中心董事
局主席。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代表。

2001年獲頒銅紫荊星章，2004年獲委
香港太平紳士。

楊耀忠
1951年11月出生

38

男，倫敦城市大學工商管理碩士，羅
兵咸永道/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合夥
人。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主席，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主席，香港
專業促進會創會會長，香港會計師公會
前會長，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一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99年獲委香港太
平紳士，2008年獲頒銅紫荊星章。雷添良

1954年11月出生

39

女，香港大美集團有限公司董事總
經理。香港廣西社團總會副會長，香
港廣西僑界同鄉聯誼會會長，廣西壯
族自治區政協委員。

蒙美玲
1961年1月出生

40

男，倫敦大學經濟學學士及法學碩
士，執業大律師。香港立法會議員，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主席，香
港大學校務委員，香港法律交流基金
會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一屆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上海市政協委
員。

2004年獲委香港太平紳士。廖長江
1957年9月出生

41

男，大專學歷，香港工會聯合會榮
譽會長，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
員，香港洋務工會副主席，香港各界
慶典委員會主席，中港關係策略發展
研究基金主席，樂群社會服務處主
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一屆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代表。1999年獲委香港太
平紳士，2008 年獲頒金紫荊星章。鄭耀棠

1948年10月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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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香港大學哲學碩士。香港東區
區議員，華僑大學董事會副秘書長，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名譽副會
長，香港東區各界協會名譽會長，香
港福建中學校董，香港特別行政區第
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2005年獲委香港太平紳士。
蔡素玉

1950年10月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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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上海海事大學經濟學學士，成
盛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香港島各界
聯合會理事長，香港島各界社會服務
基金會董事會主席，香港島專業人士
聯會創會會長，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
主席，重慶市政協委員。

蔡　毅
1960年7月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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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美國加州州立大學經濟學碩
士，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校監，香港理
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浸會大學工商
管理學院兼任教授。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2000年獲委香港太平紳士。

劉佩瓊
1945年12月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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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美國伊利諾大學電腦學士，金
柏投資有限公司主席。香港青年企業
家發展局創會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87年獲委香港太平紳士，2007年獲
頒金紫荊星章。

劉柔芬
1945年10月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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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香港大學榮譽文學士，香港、
英國、澳洲維多利亞邦最高法院律
師，香港執業律師，中國委托公證人
及國際公證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
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91年獲委香港太平紳士，2004年獲
頒金紫荊星章。

劉健儀
1947年4月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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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工商管理
碩士，霍英東集團行政總裁，香港培
華教育基金會常委會主席。香港中華
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香港特別行政
區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廣東省政協常委。

2003年獲委香港太平紳士，2005年獲
頒銀紫荊星章。霍震寰

1949年5月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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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大專學歷，香港中旅集團董
事，香港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榮譽董
事長。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執行董事、
旅遊業委員會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2006年獲委香港太平紳士，2007年獲
頒銅紫荊星章。

盧瑞安
1950年12月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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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副主席
兼董事總經理。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
會長，香港中華總商會常務會董，港
區婦聯代表聯誼會副會長，全國婦聯
執委，重慶市政協委員。

2009年獲頒銅紫荊星章。

顏寶鈴
1959年11月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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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哈佛大學公共行政管理碩士、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碩士，范氏慈善信
託基金理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
議成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一屆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2003年獲頒金紫荊星章，2007年獲委
香港太平紳士。

羅范椒芬
1953年2月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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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倫敦大學法學學士，執業大律
師。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一屆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香
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1982年獲委香港太平紳士，1998年獲
頒金紫荊星章。

譚惠珠
1945年11月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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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候選人簡介
(52人，按繁體字姓名筆劃順序排列)（2012年12月9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會議主席團第二次會議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