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會納賢才
勇迎新挑戰
成員「以舊帶新」專業實幹經驗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

國務院日前根據候任特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的提名，任命了下屆特區

政府主要官員。昨日，特區政府公

佈了香港特區第五屆行政會議成員

名單，包括全部16位問責制主要

官員和16位非官守成員。新一屆

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名單可謂是

「以舊帶新」，除了10名現屆成

員留任，也有6名「新血」加盟，

各有不同的專業背景。林鄭月娥表

示，行政會議成員是行政長官最重

要的政策顧問，認同憑着該16名

非官守成員在不同範疇擁有的豐富

經驗，可在日後協助她作出重要的

政策決定。

高層官員新任命
姓名 現職 候任

甯漢豪 地政總署署長 發展局常秘（規劃及地政）

黎陳芷娟 教育局常秘 保安局常秘

劉焱 特首辦常秘
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常秘（庫務）

鄧忍光 海關關長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秘

謝曼怡
財經事務及

食物及衛生局常秘（衛生）
庫務局常秘（庫務）

張琼瑤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秘 勞工及福利局常秘（*）

楊何蓓茵 運輸署署長 教育局常秘

丁葉燕薇 候任特首辦秘書長 特首辦常秘

*原勞工及福利局常秘譚贛蘭已展開退休前休假
資料來源：政府新聞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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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姚嘉華）各
候任行政會議成員昨日均認為，香港未來數
年的發展十分重要，他們的工作任重道遠，
並預計面對不少的壓力，但他們會竭盡所
能，向特區管治班子提出最好的意見，協助
政府施政，及扮演積極的溝通角色，成為行
政、立法、特區政府與民間的橋樑，希望香
港社會能夠減少爭拗，同心合力面對各種的
挑戰。

任志剛：高興再為市民服務
前金管局總裁任志剛表示，很高興有機會
再為香港市民服務。感謝候任特首對他的信
任。他會以行政會議成員的身份，致力協助
行政長官制定政策，服務市民。

張國鈞：加強與年輕人溝通
與黨友葉國謙同獲委任的民建聯副主席張

國鈞昨日非常感謝候任特首林鄭月娥的信
任。身為年輕、有政黨和有法律背景的立法
會議員，他希望可發揮自己的專長及特質，
提出年輕一代的關注點，及做好團結社會，
特別是在與年輕一代溝通方面，及加強行政
立法關係，協助政府在推動政策方面做得比
較暢順，令社會健康發展。

黃國健：代表勞工階層發聲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表示，身為勞
工代表，他會企穩工聯會的政策立場，代
表基層及打工仔發聲，在政府制訂政策時
反映勞工及基層的訴求，令政府政策更
「貼地」，同時會協助加強行政與立法間

的溝通。

林正財：反映基層安老議題
新獲委任的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透

露，在林鄭月娥任社會福利署署長年代，他
已認識對方及合作過，是次獲邀加入行會相
信是和香港面對的人口老化挑戰、社福及醫
療政策需要改革有關。他日後會將安老和基
層議題帶入行會，成為跨黨派、跨界別的橋
樑，連繫起不同聲音，及實質回應社會對基
層和安老政策的訴求。

劉業強：鄉事聲音帶入政府
新界鄉議局主席劉業強坦言，香港市區
土地不足，未來發展自然聚焦新界鄉郊地
區。他會將鄉事聲音帶入政府，切實反映
鄉民及新界地區居民的意見，並希望擔任
橋樑，跟政府及各界溝通好，加強行政立
法關係，令政府施政更為暢順，共建和諧
及美好的社會。

廖長江：發揮溝通橋樑作用
續任行會成員的建制派「班長」廖長江表

示，他會繼續發揮個人的專長，包括在法律
及經濟發展等範疇，向政府提供意見，並發
揮溝通橋樑的角色，以改善目前的行政與立
法關係，惟以目前的政治氣氛而言，有關工
作非常艱巨，需要的是大家衷誠合作，回應
社會希望和諧、減少爭拗的訴求。

葉太：協助訂政策讓港更好
因參選特首而辭任行會的新民黨主席葉劉

淑儀指，她和林鄭月娥已認識三十多年，在
對方誠懇邀請下決定重返行會。自己會一如
既往遵守集體負責及行會保密原則，協助林
太施政，讓香港有更美好發展。

林健鋒：建言獻策振興經濟
續任的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表示，未來5
年將會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時刻，他會繼
續向特首和政府建言獻策，為工商界和市民
發聲，及擔當政府與民間溝通的橋樑角色，
令社會發展更和諧。

張宇人：轉達中小微企看法
自由黨主席張宇人坦言，現在政府在制訂

政策時，很多時並不符合中小微企或飲食業
面對的實際情況，故希望在政策推出前向政
府反映中小微企、中產的看法，減少對業界
帶來的影響。在有需要時，他會繼續游說及
爭取黨內或其他政黨的議員支持政府的政
策，但當有些政策是該黨或中小企「嚥不
下」的，就會有難度。

湯家驊：協助與各派別溝通
「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稱，自己和前
民主黨成員羅致光兩名具反對派背景的成員
加入政府，是回歸以來的「小突破」，是一個
好開始，希望加入行會後能協助政府與反對
派溝通、維護法治，和締造條件重啟政改，
「至於與『民主派』關係，正如羅（致光）局
長所說，這並非單單一個人或兩個人工作可以
做到，而是要看特區、中央政府及『民主派』
是否願意就改善關係出力或配合。」

成員心聲：任重道遠 竭誠履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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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
區政府昨日公佈7月1日後常任秘書
長等9名高層官員的調動，而其中8
個新任命中，有7人為女性。現任
海關關長鄧忍光、特首辦常任秘書
長劉焱、地政總署署長甯漢豪、運
輸署署長楊何蓓茵均升官，分別擔
任不同政策局的常秘（見表）。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張雲正表

示，涉及今次調動的公務員同
事均是資深政務官，具備出色
領導和管理才能，有信心他們
能在新崗位為市民提供專業高
效的服務。
政府同日公佈，勞工及福利局

常任秘書長譚贛蘭將會退休，現
已展開退休前休假。張雲正讚揚
譚贛蘭過去逾36年一直盡忠職
守，對工作熱誠投入。

勞福局常秘譚贛蘭將榮休
在出任勞工及福利局常秘期

間，她協助推行多項支援措施，
為改善貧窮人士的生活狀況和增
加低下階層的向上流動機會作出
實質貢獻；面對多項社會關注的
勞工問題上同樣表現突出，在促
進僱主和員工溝通方面擔任着重
要角色，「我衷心祝願譚女士退
休生活充實及愉快。」

■陳智思、任志剛是
林鄭月娥特首競選團
隊的重要成員，三人
治理香港，服務市民
的理念一致。

行會召集人行會召集人陳智思陳智思

行政會議由政治委任制度下16名主要
官員及16名非官守成員組成，昨日

公佈的新班底可謂是「以舊帶新」，有10
名現屆行政會議成員留任。其中，行政會
議召集人將由行政會議的「四朝元老」、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席陳智思出任。

6名「新血」各具特色
其餘留任的行政會議成員還包括：港
交所主席周松崗、香港金融發展局主席
史美倫、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李國
章、香港科技園公司董事局主席羅范椒
芬、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自由黨主席
張宇人、商界立法會議員廖長江、民建
聯會務顧問葉國謙，及因去年為參選特
首辭職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在6名「新血」方面，各人背景可說

是各具特色，包括被視為林太財金「三

大靠山」之一的前金管局總裁任志剛、
長期關注長者社福事務的安老事務委員
會主席林正財、擁有法律專業背景的民
建聯副主席張國鈞、曾為反對派政黨公
民黨成員的「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
驊，及分別接替因眼疾問題退任的鄉議
局副主席張學明的鄉議局主席劉業強、
接替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的工聯會立
法會議員黃國健。

用人唯才政治光譜闊
林鄭月娥在參選特首期間，屢次被反

對派質疑缺乏財金政策經驗，但在今次
新班底有任志剛「出山」加盟，加上現
有的陳智思及史美倫續任，相信三人可
組成林鄭月娥的財金政策「三大靠
山」，為新一屆政府提供專業、客觀的
財金政策意見。

除了包含了各個主要建制派政黨的成
員外，新一屆行會更邀政治光譜較貼近
「中間」的湯家驊加入，令林鄭月娥將
帶領的行政會議新班底也可說是近屆政
府政治光譜較闊的一屆，及體現了林鄭
月娥在競選特首時所講的廣納賢能和用
人唯才精神，相信可以吸納到溫和反對
派的意見，緩和現今政治對立的氣氛，
改善行政立法緊張的關係。

較平衡意見有助施政
林鄭月娥表示，他們16人都在不同範

疇擁有豐富經驗，深信他們的真知灼見
可協助她作重要政策決定，「行政會議
成員是行政長官最重要的政策顧問。我
感謝16位非官守成員接受我的邀請，出
任行政會議成員。他們各人在不同範疇
擁有豐富經驗，我深信他們的真知灼見

能夠協助我作出重要的政策決定。」
將任新一屆非官守成員召集人的現屆

行會成員陳智思，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
示，新一屆的行會成員有舊成員也有新
面孔，除了政黨具代表性的人物外，還
有來自金融、醫療、法律等界別的成
員，相信可為行會保持延續性之餘，也
可引入新思維，為下屆政府帶來較平衡
的意見，有助行會更好地發揮角色。
他坦言，雖然自己在行政會議並非新

丁，與特區政府歷任特首也有合作，但
在現時複雜的社會情况下，政府施政將
愈加困難，特首及各官員要面對各式各
樣的問題與挑戰，舉例指下屆行政會議
將要處理多項議題，包括土地房屋、取
消強積金對沖，還有最迫切的是處理高
鐵「一地兩檢」方案，及增加教育資
源，故認為行會更要發揮角色。

行會新成員行會新成員湯家驊湯家驊行會新成員行會新成員任志剛任志剛

行會新成員行會新成員劉業強劉業強

行會新成員行會新成員

黃國健黃國健

行會新成員行會新成員

林正財林正財 行會新成員行會新成員張國鈞張國鈞

特區第五屆行政會議
非官守成員名單

行會召集人

陳智思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席

非官守成員：

史美倫 香港金融發展局主席

李國章 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

周松崗 港交所主席

羅范椒芬 香港科技園公司董事局主席

林健鋒 經民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

葉國謙 民建聯會務顧問

張宇人 自由黨主席、立法會議員

廖長江 立法會議員
＊任志剛 金融管理局前總裁
#葉劉淑儀 新民黨主席、立法會議員
＊湯家驊 「民主思路」召集人
＊黃國健 工聯會副會長、立法會議員
＊林正財 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
＊劉業強 新界鄉議局主席
＊張國鈞 民建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

＊為今屆新成員
#葉劉淑儀原為今屆行會成員，去年為參選特首辭職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