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智思（召集人）

52歲，亞洲金融及
亞洲保險總裁。現為香
港社會服務聯會主席、
活化已修復堆填區資助
計劃督導委員會主席和
降低食物中鹽和糖委員
會主席，全國人大代
表。曾任立法會議員、

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及司法人員薪常會主席。
2006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金紫荊星章。

史美倫
67歲，現為香港金
融發展局主席和香港
地區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代表。曾任大學教
育資助委員會主席、
廉政公署貪污問題諮
詢委員會主席、香港
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

司獨立非執行董事。2009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
金紫荊星章。

李國章
71歲，現任香港大學
校務委員會主席及可持
續發展委員會主席，全
國政協委員。曾任香港
中文大學外科學系講座
教授及系主任、醫學院
院長及校長，2002年7
月至2007年6月任教育

統籌局局長。2000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金紫荊
星章。

周松崗
66歲，現任港交所

主席、廉政公署貪污問
題諮詢委員會主席和輸
入優秀人才及專才諮詢
委員會主席，經濟發展
委員會及策略發展委員
會委員，香港賽馬會董
事。 2003 年 12 月至

2011年12月出任港鐵行政總裁。2015年獲香港特
區政府頒授金紫荊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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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范椒芬
64歲，現任科技園

董事局主席、中美交流
基金會特別顧問及范氏
慈善信託基金理事，全
國人大代表。1977年
10月加入公務員政務
職系，於2001年8月晉
升局長(後公務員局長

改稱常任秘書長)。2003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金
紫荊星章。

林健鋒
65歲，永和實業董
事長。現為立法會議
員、經濟民生聯盟副
主席，全國政協委
員，盛事基金評審委
員會主席、廉政公署
事宜投訴委員會主
席、珠三角工業協會

名譽會長，香港總商會和香港工業總會理事。2011
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金紫荊星章。

葉國謙
66歲，現任全國人大
代表。曾任立法會議
員、中西區區議會議
員、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管理局和市區重建局非
執行董事、香港大學校
務委員會委員、房屋委
員會委員，禁毒基金會

管理委員會委員。2004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金
紫荊星章。

張宇人
67歲，現任立法會

議員、自由黨主席，香
港中文大學校董，香港
飲食業聯合總會會長及
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
會創會會長。曾任東區
區議員、房屋委員會委
員、酒牌局成員、方便

營商諮委會成員，輸入優秀人才及專才諮詢委員會
成員。2015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金紫荊星章。

廖長江
59歲，大律師。現

任立法會議員及打擊洗
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金融機構)覆核審裁處
主席，賽馬會董事，全
國人大代表。曾任香港
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主席、香港大學校務委

員會委員及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2014年獲香
港特區政府頒授銀紫荊星章。

任志剛
68歲。現任中國金
融學會執行副會長及
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
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傑
出研究員。在他38年
的公職生涯中，主要
負責處理貨幣與金融
事務。1993年至2009

年出任金融管理局首位總裁。2001年及2009年獲
香港特區政府先後頒授金紫荊星章及大紫荊勳章。

葉劉淑儀
66歲，現任立法會議
員、新民黨主席及匯賢
智庫創會主席。她於
1975年9月加入公務員
政務職系，於1998年8
月至2003年7月擔任保
安局局長，於 2012 年
10月至2016年 12月擔

任行政會議成員。2002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金
紫荊星章。

林正財
56歲，現任基督教
靈實協會行政總裁，
安老事務委員會主
席、社區投資共享基
金委員會主席、土地
及建設諮詢委員會委
員，及香港學術及職
業資歷評審局成員。

2008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銅紫荊星章。

湯家驊
66 歲 ，資深大律

師。他創立智庫民主思
路，並擔任召集人。曾
任立法會議員，大律師
公會主席，經濟及就業
委員會委員，並於
1992及2002年出任高
等法院暫委法官。

黃國健
65歲。現任立法會

議員，香港工會聯合會
副會長。曾於2003年
至2012年擔任全國人
大代表。2014年獲香
港特區政府頒授銀紫荊
星章。

劉業強
50歲，永同益集團副
主席。現任立法會議員、
屯門區議員、新界鄉議局
主席、屯門鄉事委員會主
席及經濟民生聯盟副主
席，全國政協委員，賑災
基金諮詢委員會委員及漁
農業諮詢委員會委員。

張國鈞
42歲，律師。現任

立法會議員、中西區區
議員，民主建港協進聯
盟副主席，地產代理監
管局執業及考試委員會
主席、香港房屋委員會
委員，並曾任長遠房屋
策略督導委員會委員。

八高官將任七局一辦常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昨日宣佈了8名高層官員新任命，各官員的簡歷如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公佈今年7月1日生效的特區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名單。各成員簡歷如下：

勞工及福利局常秘

張琼瑤
（7月26日上任）

1983年8月加入政務
職系後，2009年4月晉
升為首長級甲一級政務
官，曾在多個決策局及
部門服務，包括前政務
總署、前醫務衛生署、

前運輸科、前保安科、前規劃環境地政科、前政務
科、保安局及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她於2006年2月
至2007年10月出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常任秘書長，
2007年10月至2012年7月出任保安局常任秘書
長，2012年7月起出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
長。

保安局常秘

黎陳芷娟
（7月5日上任）

1982年8月加入政務
職系後，2011年4月晉
升為首長級甲一級政務
官，曾在多個決策局及
部門服務，包括前兩局
及行政科、前醫務衛生

署、前政務總署、前常務科、房屋署、前保安科、
前公務員事務科、前法定語文事務署、政務司司長
辦公室、社會福利署、食物環境衛生署及前工商及
科技局。她於2007年7月至2010年3月出任電訊管
理局總監，2010年4月至2015年1月出任食物及衛
生局常任秘書長（食物），2015年1月起出任教育
局常任秘書長。

食物及衛生局常秘（衛生）

謝曼怡
（7月24日上任）

1984年8月加入政務
職系後，2011年4月晉
升為首長級甲一級政務
官，曾在不同決策局及
部門服務，包括前保安
科、前政務總署、前經

濟科、前財政科、前新機場工程統籌署、前工商
科、前庫務局及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她於2007年
10月至2010年4月出任特首辦常任秘書長，2010
年4月至2012年7月出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
書長（通訊及科技），2012年7月起出任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庫務）。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秘

鄧忍光
（7月19日上任）

1987年7月加入政務
職系後，2013年4月晉
升為首長級甲級政務
官，曾在多個決策局及
部門服務，包括前財務
科、前衛生福利科、前

政務總署、香港駐東京經濟貿易辦事處、前新機場
工程統籌署、前運輸局、前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環
境保護署及環境局。他於2010年5月至2011年9月
出任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福利），2011年9月
至2015年8月出任廣播處長，2015年8月起出任海
關關長。

發展局常秘（規劃及地政）

甯漢豪
（7月1日上任）

1989年1月加入政務
職系後，2014年4月晉
升為首長級甲級政務
官，曾在多個決策局及
部門服務，包括前政務
總署、前新機場工程統

籌署、前公務員事務科、前庫務局及前教育統籌
局。她於2008年11月至2010年3月出任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副秘書長（庫務），2010年4月至2012
年6月出任行政長官私人秘書，2012年7月起出任
地政總署署長。

教育局常秘

楊何蓓茵
（7月26日上任）

1986年6月加入政府
任職行政主任，1988年
6月轉職政務職系後，
2014年4月晉升為首長
級甲級政務官，曾在多
個決策局及部門服務，

包括前政務總署、前憲制事務科、衛生署、前保安
科、民政事務總署及前環境食物局。她於2005年4
月至2008年8月出任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
（衛生）（後改稱食物及衛生局副秘書長（衛
生）），2008年10月至2012年10月出任公務員事務
局副秘書長，並從2012年10月起出任運輸署署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秘（庫務）

劉 焱
（7月17日上任）

1990年8月加入政務
職系後，於2014年4月
晉升為首長級甲級政務
官，曾在多個決策局及
部門服務，包括前金融
科、前布政司辦公室、

中央政策組、前憲制事務科、前庫務局、政務司司
長辦公室、前經濟局、前工商及科技局、食物環境
衛生署。她於2010年3月至2012年3月出任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庫務），2012年3月至6月
出任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秘書長，2012年7月起出
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常任秘書長。

特首辦常秘

丁葉燕薇
（7月1日上任）

1985年9月加入政務
職系後，2014年4月晉
升為首長級甲級政務
官，曾在多個決策局及
部門服務，包括房屋
署、前常務科、前經濟

科、前公務員事務科、前財政科、前資訊科技及廣
播局、前工務局、公務員事務局、行政長官辦公室
及保安局。她於2009年9月至2011年10月出任發
展局副秘書長（工務），2011年10月至2017年3
月出任香港郵政署長，2017年3月起出任候任行政
長官辦公室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