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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司長首次同獲頒大紫荊
共 12 人膺最高榮譽 平 1997 年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特區政府今日公佈

獲頒大紫荊及金紫荊名單

今年的授勳名單，共 331 人獲頒勳銜及嘉許，較去年
多 21 人。3 名司長，包括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財政司

●大紫荊勳章（共12人）
張建宗
陳茂波
袁國強
羅范椒芬
葉國謙
李國章
鄭家純
戴德豐
蘇澤光

司長陳茂波、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同獲頒最高榮譽的大
紫荊勳章，加上行政會議成員史美倫、李國章、羅范
椒芬、葉國謙與貿發局主席羅康瑞、新世界發展及新

●金紫荊星章（共25人）
吳克儉
高永文
張志剛
張雲正
蕭偉強
馬紹祥
黃定光
陳健波
馮 驊
邵善波
何淑兒
吳良好
馬豪輝
高靜芝
劉炳章
黃友嘉
劉鳴煒
鍾志平
林淑儀

創建董事會主席鄭家純、全國政協常委戴德豐、機管
局主席蘇澤光及恒隆董事長陳啟宗，合共 12 人獲頒
最高榮譽的大紫荊勳章，數目與 1997 年同屬歷來最
多。同時，分別有 25 人及 35 人獲頒金、銀紫荊星
章，獲銅紫荊星章的則有 66 人。今年 3 月於馬鞍山
吊手岩搜救行動中英勇犧牲的消防總隊目邱少明，則
獲追授金英勇勳章（見另稿）。

■張建宗。

資料圖片 ■陳茂波。

資料圖片 ■袁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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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以來第二十份授勳名單今日
刊憲，共 331 人獲授勳銜及嘉許人

士來自社會各階層，包括資訊科技及創
意產業、勞工界、體育界、演藝界、文
化藝術界人士等。特區政府禮賓處指
出，向他們頒授勳銜及嘉獎，是為表彰
他們對香港作出的重要貢獻，或嘉許他
們努力不懈、致力服務社群，頒授典禮
預計將於今年稍後時間舉行。

張建宗盡心服務香港45年
今年獲頒大紫荊勳章者較去年多 5 人，
共有 12 人。嘉許語讚揚，張建宗盡心竭
誠為政府及香港市民服務 45 年，表現卓
越，尤其在出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及政
務司司長期間，建樹良多。張建宗憑藉
對香港的承擔，及在公共行政方面的超
卓才能及豐富經驗，「為香港的社會、
民生和經濟發展作出重大貢獻，並積極
協助行政長官施政，確保政府運作暢
順，現頒授大紫荊勳章。」

陳茂波全力增土地供應
嘉許語讚揚陳茂波在過去多個公職崗
位上盡心竭力為社會和市民服務，在擔
任發展局局長期間，全力增加土地供
應。出任財政司司長後，他在致力維持
公共財政穩健的同時，靈活運用公共資
源，推動各項政府計劃以切合社會的需

要，貢獻良多。

袁國強維護法治表現卓越
嘉許語讚揚袁國強盡心竭力為政府及
香港市民服務，成績斐然，尤其在 2012
年至 2017 年出任律政司司長期間，表現
卓越，「袁司長憑藉超卓才能及對香港
的承擔，領導律政司履行各項職務，並
為行政長官和政府提供法律意見，成績
卓著。」嘉許語並指他致力維護法治，
確保司法公義及守護公眾利益，貢獻良
多。

多位行會成員獲最高榮譽
多名行政會議成員均獲頒大紫荊勳
章，嘉許語讚揚史美倫尤其在擔任行政
會議成員和推動香港金融服務業持續發
展方面，貢獻良多，包括自 2013 年出任
金融發展局主席以來，憑藉超卓的領導
才能及在金融界的豐富經驗領導金融發
展局，並在開拓香港金融市場和加強香
港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的策略和措施方
面，向政府提供寶貴意見。
嘉許語讚揚李國章長期參與公共服
務，尤其在出任教育統籌局局長和中文
大學校長等多項要職期間，致力推動香
港教育界的發展，貢獻殊偉。嘉許語並
指李國章身為現任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
主席，領導香港大學繼續發揮作為世界

頂尖大學的優勢，先後兩度出任行政會
議成員期間，為協助政府制訂公共政策
而提出不少真知灼見。
嘉許語讚揚羅范椒芬尤其在推動香港
創新及科技發展方面，貢獻良多，包括
成功推展香港科學園的擴建計劃，亦帶
領香港科學園成為全港最大的創新科技
社區，「她在擔任行政會議成員期間，
對制定香港公共政策，建樹良多。」
嘉許語讚揚葉國謙長期參與公共及社
區服務，尤其熱心促進地方行政的發
展，表現卓越，不論在擔任行政會議成
員或立法會議員期間，均積極支持政府
施政並就各項議題提供寶貴意見。
商界亦有多人獲頒大紫荊勳章，嘉許
語讚揚羅康瑞先後出任機管局及貿發局
主席，積極發展香港成為區內國際航空
樞紐和促進香港作為聯繫內地，亞洲以
至全世界的商貿平台，亦是著名的商界
翹楚。
嘉許語讚揚鄭家純作為成功的企業
家，致力推動建設關愛社會，對扶貧工
作不遺餘力，並大力推動培育人才和未
來領袖及支持學術發展與研究，同時熱
心公益，慷慨捐助不同範疇的慈善項
目，也在加強香港與內地經貿合作，促
進香港企業發展方面建樹良多。
嘉許語讚揚戴德豐尤其致力推動社區
建設和青年發展，提升青年人的毅力，

紀律和領導技巧，亦是一位深受敬重，
長袖善舞的商界翹楚及慈善家，在社會
及食品界，成就卓著。
嘉許語讚揚機管局主席蘇澤光尤其在
推動香港航空業和貿易發展方面，表現
卓越，「他帶領機管局落實香港國際機
場多個重要項目，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
及區域航空樞紐的領先地位。」
嘉許語並讚揚他在貿發局服務期間，
全身投入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籌劃及興
建工作；擔任鐵路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
期間，竭力完成機場鐵路項目及推出了
八達通。
嘉許語讚揚陳啟宗尤其在發展和支持
香港的對外關係、推動香港的專上教育
發展及人才培育、促進文化交流及文物
保育方面成就卓著，且持續不斷推動香
港的經濟發展。

25人獲頒金紫荊星章
同時，今年共有 25 人獲頒金紫荊星
章，包括選管會主席馮驊法官及 6 名政策
局局長吳克儉（教育局）、高永文（食
物及衛生局）、楊偉雄（創新及科技
局）、張雲正（公務員事務局）、蕭偉
強（勞工及福利局）與馬紹祥（發展
局）。另有 63 人獲頒榮譽勳章，獲頒行
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和行政長官公共服
務獎狀的，則分別有45人及19人。

楊偉雄
孫德基
羅智光
周振基
李秀恒
葉錫安

資料來源：特區政府禮賓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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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美倫
羅康瑞
陳啟宗

葉國謙：嘉許是一種鞭策
獲頒授大紫荊勳章的行政會議成員葉國
謙指出，非常榮幸得到特區政府及香港社
會的嘉許與肯定，是對他的一種鞭策，未
來擔任行政會議成員會繼續全力以赴，為
香港社會貢獻自己的一分力。他十分希望
能夠在行政會議上就自己較熟悉的社區、
房屋及公務員議題上多接觸、分享及表達
意見。

黃友嘉：大目標是和諧社會
獲頒授金紫荊星章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積金
局主席黃友嘉感謝特區政府對他工作的肯定，對
他而言同時是一種鞭策，要提醒自己做得更好。
自己過往的公職不少，一直在經濟、民生及勞資
關係方面做比較多，大目標是和諧社會，各階層
人士共融，「發展經濟以帶動民生是重要，但令
市民共享經濟成果也是重要的。」

李秀恒：冀港勿再錯過機遇
獲頒授金紫荊星章的全國政協委員、廠商會會
長李秀恒謙稱，自己做的還很不夠，「雖然我一
直以來為改善營商環境、促進香港經濟發展不遺
餘力，但近年泛政治化肆虐，議會政治對香港發
展造成巨大阻力，令香港錯失很多機遇。」國家
「一帶一路」政策與大灣區規劃均為香港帶來重
大飛躍契機，望別再因口水之爭而白白錯過。

黃定光：冀港經濟多元發展
立法會議員黃定光對獲頒授金紫荊星章感到
「慚愧」，認為自己未達要求，許多工作都未能
夠做得好，「但得到社會與特區政府的認同，我
也是非常高興的。」身為一名功能界別議員，他
對香港今後的經濟發展比較擔心，希望能有多元
化發展，尤其是實業方面，香港市民才能安居樂
業，「只有發展經濟才能有民生，『一帶一路』
是一個契機。」

林淑儀：未來會繼續努力

邱少明獲追授金英勇勳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特區
政府今日公佈的授勳名單中，10 人因其英
勇行為獲頒英勇勳章，包括早前在一次搜
救行動中英勇犧牲的已故消防總隊目邱少
明被追授金英勇勳章，並獲讚揚為公務人
員的最高典範。獲頒發銅英勇勳章的 9 人
中，除了 8 名當日與邱少明一同執行任務
的消防人員外，還包括無懼中槍威脅、協
助警方阻止被捕者開槍的市民陳永倫。

吊手岩搜救英勇犧牲
2017 年 3 月 22 日，已故消防總隊目邱少
明在馬鞍山吊手岩的搜救行動中英勇犧
牲。事發地點山巒起伏、地形連綿險峻，
亦無正式行山徑。特區政府指出，儘管在
能見度近乎零、地勢不明、風急雨驟且夜
■消防總隊目邱少明（紅衣）獲頒金 幕低垂的惡劣環境下，邱少明仍奮不顧身
英勇勳章。
資料圖片 自願為其他隊員探路，帶領小隊在狹窄濕

滑的碎石路上攀爬前進，一馬當先，竭力
搜救被困的行山人士及保障同袍安全。
救援小隊在該種艱險情況下披荊斬棘前
行約兩小時後，當接近被困行山者並準備
展開救援行動時，邱少明突然滑落陡峭多
石的山坡數米之下，獲救時頭部遭受重
創，並已失去知覺。他及後被送往醫院救
治，惜不幸於同日證實不治。
特區政府向邱少明追授金英勇勳章，以
表揚他英勇無比、無畏無私的高尚情操，
堪稱公務人員的最高典範。
在馬鞍山吊手岩的搜救行動中，與邱少
明一同執行救援任務的消防人員梁瑋江、
方齊全、李偉明、張錦全、梁景然、楊少
峯、廖黃宗及蘇永坤同因表現英勇過人而
獲頒授銅英勇勳章。

市民助警阻搶槍獲授勳

李慧詩奪銅章 嘉許體壇成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潘志
南、鄭雲風）是次授勳名單中，包括多
名體育及文化界人士，其中「牛下女車
神」獲頒授銅紫荊星章。特區政府嘉許
李慧詩在體壇表現卓越，成就驕人，在
推動香港單車運動發展方面 ，貢獻良
多。

余錦基：授勳是「雙喜臨門」
獲頒授銀紫荊星章的香港體育及公益
知名人士余錦基直言，獲授勳是對自己
這些年社會事務的認同，更指是「雙喜
臨門」，因體育界爭取近 10 年的啟德體
育園終在上周獲立法會財委會批行，實

是欣喜重重。
他的心願是香港今年再主辦吸引全球
注視的電動賽車——香港站，再現燦爛
輝煌，並希望在有生之年可看到香港機
場邊陲建成一條國際的方程式賽道以舉
辦一級方程式賽車，及看到香港足球代
表隊成功晉身世界盃決賽周。

另一名獲頒授銅英勇勳章的，是普通市
民陳永倫。2014 年 9 月 15 日，兩名警員押
送一名被捕者到上水北區醫院求診。候診
期間，該名被捕者突然發難，試圖搶奪其
中一名警員腰間的佩槍，特區政府嘉許陳
永倫見義勇為，協助警方制服該名被捕
者，表現英勇過人。
特區政府指出，事發時陳永倫路過現場
附近，他無懼中槍威脅，立即上前並按着
被捕者的手，是最先協助警員的市民。
縱然聽到槍聲及看到被捕者持槍，他
也沒有離開現場，更不顧自身安全，一
心阻止被捕者再次開槍，因此不單繼續
按着被捕者的手，更撥走被捕者手中的
警槍，終與警員及其他人合力制服被捕
者。特區政府向他頒授銅英勇勳章，以
表揚他在危急關頭下奮不顧身、忘我無
私的表現。

姚珏勉年輕人不放棄
獲頒授銅紫荊星章的著名中國女小提
琴演奏家姚珏表示榮幸，並感激特區政
府的肯定，認為星章是屬於她的整個樂
團，因為他們很用心地做了很多青年工
作，是次授勳亦讓他們更加清楚自己一
直以來的理想。她寄語年輕人要定立目
標，不要輕易放棄，成名後亦不要忘記
社會，「要讓更多人受益。」

獲頒授金紫荊星章的全國政協委員、工聯會
會長林淑儀表示，這是對她的一種鞭策與鼓
勵，及對工聯會工作的認可。她指出，工聯會
長期維護工人的權益，未來會堅持同一方針，
繼續努力，同時希望促進香港社會更繁榮及爭
取公義。

黃家和：過去工作不為榮譽做
獲頒授銅紫荊星章的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
認為，獲頒發勳章是對他多年來盡心為社會貢獻
的認可。他續指出，過去的工作不是為了榮譽去
做，而是為了社會及「做該做的事」。

楊位醒：鼓勵繼續為業界服務
獲頒授銅紫荊星章的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楊位醒
表示，獲授勳是認同他的工作，鼓勵他繼續為業
界服務及努力。他續說，餐飲業現時仍面對人才
短缺的問題，未來會從廚師形象包裝落功夫，期
望吸引更多年輕人入行。

俞斌：冀勉弱勢社群
獲頒授榮譽勳章的聽障人士俞斌感到非常榮
幸，並感謝多年來陪他一起走過的親友、家人與
朋友們，也十分感謝一班與他一起為香港社會作
出很多貢獻的朋友們，「大家一起為社會的發展
付出，希望我能以自身經歴，勉勵着弱勢社群的
朋友們。」

譚嘉因：
「三改四」工作甚具挑戰
獲頒授榮譽勳章的科技大學商學院院長譚嘉因
憶述，他於 2011 至 2012 年擔任大學聯招管理委
員會主席時，因大學「三改四」，包括系統設計
在內多項工作甚具挑戰，「因為新學制推行時間
不能推遲，所有工作都必須要在『死線』前完
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殷翔、姜嘉軒、楊佩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