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美琪 文宏武 方文權 方 平 方 剛 王向偉
王如登 王延華 王明鑫 王國興 王凱波 史泰祖
史樂山 史顏景蓮 司徒偉 田北俊 白韞六 石禮謙
何俊賢 何超平 何超蕸 何 靖 何鍾泰 余大偉
余鵬春 吳仰偉 吳克儉 吳馬太 吳國榮 吳清輝
吳慧儀 呂志和 宋 哲 岑 濬 李小加 李永康
李志峰 李周美枝 李建紅 李祖澤 李偉庭 李國榮
李國麟 李敖希 李楊玉琛 李慧琼 李澤楷 李應生
李鎔昇 沈祖堯 沙 意 狄志遠 周一嶽 周松崗
周厚澄 周浩鼎 周景勳 周 融 周轉香 岳 毅
易志宏 易志明 林力山 林 武 林泓靖 林根蘇
林新強 林煒珊 林煥光 林群聲 林廣兆 林德亮
林鄭月娥 林奮強 邱浩波 邱達根 邱騰華 哈奇偉
姚思榮 姜 濤 施正源 施清流 施榮忻 柯欣彤
洪丕正 洪羽緁 洪為民 胡定邦 范佐浩 范駿華
唐家成 夏雅朗 孫啟昌 容 海 徐 克 徐新英
袁民忠 袁志偉 袁志華 袁 武 袁國強 馬文敬
馬正興 馬忠禮 馬家宏 馬時亨 馬道立 高寶齡
崔志仁 張介岭 張少平 張宇人 張志剛 張志剛
張 然 張雅麗 張廣祥 張德強 張德熙 張舉能
梁永鏗 梁志祥 梁美芬 梁唐青儀 梁國柱 梁紹安
梁智仁 盛智文 莊創業 莫仲輝 許 東 許振隆
郭二澈 郭 位 郭柏聰 郭炳聯 郭振華 郭偉強
郭艷明 陳世烱 陳克勤 陳 希 陳南坡 陳建平
陳恒鑌 陳茂波 陳家強 陳振興 陳祖光 陳偉強
陳健波 陳健麟 陳國基 陳曼琪 陳淑薇 陳清泉
陳 晴 陳黃穗 陳嘉信 陳 榮 陳德霖 陳繁昌
陳鎮仁 陳耀星 陶桂英 麥美娟 麥凱薔 傅小慧
喻 濤 彭一庭 彭嘉雯 曾志強 曾偉雄 曾 森
曾 發 曾鈺成 曾蔭權 曾鮑笑薇 湯家驊 湯恩佳
湯錦標 馮 玖 馮浩賢 馮煒光 馮錦標 馮權國
黃少康 黃文輝 黃戊娣 黃永光 黃吳佳鳳 黃均瑜
黃定光 黃 河 黃俊康 黃建彬 黄海韻 黃 國
黃國健 黃順源 黃嘉純 黃碧嬌 黃德業 黃慧日
黃錦輝 楊子熙 楊全盛 楊育成 楊建平 楊偉雄
楊 健 楊榮文 葉文均 葉永成 葉 葉 葉劉淑儀
葛珮帆 詹耀良 賈西平 鄒秉恩 熊運信 管浩鳴
蒲祿祺 趙國安 趙應春 劉 林 劉炳章 劉展灝
劉偉忠 劉偉榮 劉 焱 劉靳麗娟 劉鳴煒 劉瀾昌
潘少權 潘兆平 潘江偉 潘蘇通 蔡 亮 蔡鄭臻
蔣麗芸 鄧佑財 鄧忍光 鄧家彪 鄭文聰 鄭合明
鄭李錦芬 鄭育良 鄭赤琰 鄭國漢 鄭 榕 黎日正
黎廷瑤 黎棟國 盧偉聰 盧毓琳 盧瑞盛 盧覺麟
蕭世和 蕭永基 錢大康 霍啟剛 鮑志良 謝中民
謝偉俊 謝曉虹 鍾國斌 鍾樹根 韓在峰 聶德權
魏偉峰 羅君美 羅建平 羅兢輝 羅德慧 羅 燦
羅耀輝 譚志源 譚姜美珠 關明霞 蘇成溢 蘇慶和
蘇錦樑 釋寬運 龔俊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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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長：行政長官梁振英

顧問：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成員（以姓氏筆劃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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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各界285人赴京出席大閱兵
梁振英任團長 張曉明任顧問
將參與文藝晚會等抗戰紀念活動

特區政府昨日公佈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周年紀念活動香港特區代表團成員名單（見表），梁振英

擔任代表團團長，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擔任顧問，來自社會各
界的代表團成員共285人，特首辦指代表團成員均以個人身份獲
邀。

包括煲呔伉儷林鄭袁國強曾鈺成馬道立等
代表團成員包括：香港特區前任特首曾蔭權及夫人曾鮑笑薇，
現屆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教育局
局長吳克儉，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
強，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行政會議成
員、特首創新及科技顧問楊偉雄等。
此外，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多名紀

律部隊代表包括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廉政專員白韞六，海關關長
鄧忍光，入境處處長陳國基等官員，及前警務處處長曾偉雄等均
獲邀訪京。

財商界學界宗教界法律界等均有代表
財商界代表包括：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港交所主席周松崗，新

鴻基地產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嘉華國際主席呂志和，電訊
盈科主席李澤楷，信和置業執行董事黃永光，渣打銀行大中華區
行政總裁洪丕正等。
學界方面包括：中大校長沈祖堯、科大校長陳繁昌、城大校長郭

位、浸大校長錢大康及嶺大校長鄭國漢等；至於港大校長馬斐森，
港大發言人指特區政府有發出邀請，但馬斐森因事未能出席。法律
界方面有律師會會長熊運信及前會長林新強等；青年代表則有香港
青年聯會主席霍啟剛、香港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劉鳴煒等。

抗日老兵及家屬獲邀出席
代表團成員還包括：多位宗教界代表、傳媒高層、公務員團體代

表、各黨派的特區立法會議員、愛國愛港社團負責人、駐港中資企
業負責人等。由於今次閱兵是紀念抗戰勝利，特區政府還特別邀請
了多位抗日老兵及家屬訪京，包括張廣祥、袁志華、潘江偉等。至
於獲邀訪京的反對派人士共有3人，包括民主黨成員狄志遠，即將
離職的立法會議員湯家驊，及衛生服務界立法會議員李國麟。
梁振英於今日上午前往北京，9月4日下午返港。林鄭月娥於今

日上午署理行政長官職務，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則由今日下午至9月
4日上午署理行政長官職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應中央人民政府邀

請，香港特首梁振英今日率領由285位香港各界人士

組成的代表團到北京，參加明日舉行的中國人民抗日

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活動，包括

出席上午的紀念大會和閱兵，以及文藝晚會。梁振英

也會出席大會在中午舉行的招待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署理特首曾俊華和特
區政府高層官員將於明日（9月3日）出席位於中環的
大會堂紀念花園舉行的官方儀式，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
爭勝利70周年。
紀念儀式將於上午8時舉行，儀式包括：警察樂隊奏

樂、聖保羅男女中學的歌詠團獻唱國歌、升旗、警察步
槍儀仗隊鳴槍致敬、全體出席者默哀，以及獻花圈。

港台直播儀式過程
約700名人士將出席儀式，包括司法人員、行政會議
成員、立法會代表、退伍軍人團體、其他社會人士、各
制服團隊及學生。由於場地所限，儀式將不設公眾觀禮
區。香港電台將於當日安排直播儀式過程。
警方將於當日上午5時30分開始在香港大會堂對出的

愛丁堡廣場北面路段實施臨時交通管制措施，直至儀式
結束。除獲發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的車輛外，其他車輛
均不能駛入香港大會堂對出的愛丁堡廣場北面路段。

中環明辦紀念儀式
曾俊華等高官出席

獲邀人士：意義大 感榮幸 明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李自明）獲中央政
府邀請，香港特首梁振英今日率領香港各界人士代
表團到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
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紀念活動」。多名獲邀人士
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抗戰勝利70周年是中國
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勝利標誌，今次有幸參與相
關慶祝典禮，意義重大，深感榮幸，又強調香港作
為國家的特別行政區之一，應該積極維護基本法及
「一國兩制」，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安全。

何鍾泰：反映國家非常重視香港
原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何鍾泰說，今次是

國家首次舉行大閱兵慶祝抗戰勝利，意義非常重
大；從香港閱兵團的規模，更充分反映國家非常重
視香港，「自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1984年舉辦閱
兵儀式以來，我每次都有幸參與其中。今次國家首
度以大閱兵慶祝抗戰勝利，意義非凡。大閱兵慶祝
抗戰勝利，是國家的重要大事，綜觀香港團的規模
更是超乎想像的盛大，反映中央從來對香港都是愛
護有加。」

周融：展示國力 宣揚和平訊息
「幫港出聲」發起人之一的周融向本報記者指出，

由於名額有限，對於自己有幸獲邀，實感榮幸。周融

認為，無論對國家或香港而言，抗戰勝利是一件重要
的事情，對往後的發展亦意義重大。他強調，現今國
家已非19世紀時的中國，無論在國力、經濟及國際的
影響力，遠勝當年。他深信國家富強才不會被欺負，
今次閱兵除了展示國力，希望其他暗藏「虎狼之心」
的國家能知所收斂，同時也宣揚和平訊息，港人應該
團結一致，不要自亂陣腳。
灣仔區議會主席孫啟昌表示，回想70年前，中國
人民同心協力，不論黨派，不惜付出千萬寶貴的生
命，力抗日軍的侵略，國家今次以閱兵的方式，紀
念這個重要時刻，意義重大。他坦言，自己有幸參
與閱兵慶典，深感榮幸，強調兵力為國家是否富強
的一面鏡子，「兵強國強，兵弱國弱」，目前國家
強大，才不會遭到欺負，希望香港年輕一代能夠珍
惜眼前一切。

葛珮帆：緊記歷史教訓 團結一致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出，抗戰勝利是一件
相當重要的事情，當年國家面對日本的入侵，人民
經歷了艱辛的8年抗戰，本着團結一致的精神，最終
獲得勝利。這證明在萬眾一心下，任何困難都可以
戰勝，希望港人能夠汲取過往經驗，緊記歷史的教
訓，團結一致，國家及社會才能進步，才能富強。
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陳曼琪表示，為

迎接今次閱兵典禮，她早前翻看了大量中國近代史
資料，更參觀了香港歷史博物館的抗戰勝利展覽，
令自己感覺到今日擁有的一切，都是前人所作的犧
牲和努力，也提醒自己作為法律界人士，有責任維
護基本法及「一國兩制」，出一分力貢獻國家。

狄志遠湯家驊：顯示中央願溝通
民主黨黨員狄志遠稱，解放軍無論隊形、參與軍

人的身材、士兵顯示出的力量及精神等，都具有極
高水平，步操時威風凜凜，自己過往只能透過電視
觀看，今次能夠親歷其中，實在難能可貴，「雖然
不至於如小學生旅遊的心情，但都感到很興奮，希
望到時不會失眠。」他又稱，今次獲邀的反對派人
士全屬「溫和中的溫和反對派」，大家願意出席參
與，證明反對派亦希望與中央溝通，相信本着求同
存異的原則，溝通之門會繼續打開。
公民黨前黨員、「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亦
稱，今次獲邀出席閱兵，顯示中央政府有意與香港
反對派溝通，但對於只有3個名額，其他反對派未有
獲邀，也感到有些失望。他又稱，理解到今年正值
區議會選舉，中央對反對派存有「戒心」，態度傾
向保守，但希望中央政府能夠理解，與反對派建立
溝通渠道，對香港未來的政治發展起着一個關鍵性
的作用。

■■梁振英梁振英、、張曉明分任代表團團長及顧問張曉明分任代表團團長及顧問。。
圖為他們日前出席香港各界紀念抗日戰爭勝圖為他們日前出席香港各界紀念抗日戰爭勝
利利7070周年大型展覽開幕酒會周年大型展覽開幕酒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香港1414隊青少年制服團隊聯同隊青少年制服團隊聯同
部分退伍軍人機構部分退伍軍人機構，，參加抗日戰爭參加抗日戰爭
勝利勝利7070周年紀念巡遊周年紀念巡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湯家驊湯家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狄志遠狄志遠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陳曼琪陳曼琪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葛珮帆葛珮帆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孫啟昌孫啟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周融周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何鍾泰何鍾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