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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庭聰
得票:1,663

男， 1961 年 10 月出
生，南旋集團主席兼行政
總裁，香港工商總會會董
會主席，新界鄉議局顧
問。現任港區第十二屆全
國人大代表。2015年獲委
香港太平紳士，2011年獲
頒銅紫荊星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單

譚耀宗
得票:1,548

男， 1949 年 12 月出
生，民建聯會務顧問。現
任第十二屆全國政協社會
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
1997 年獲委香港太平紳
士，2016年獲頒大紫荊勳
章。

朱葉玉如
得票:1,473

吳秋北
得票:1,492

男，1970年2月出生，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文藝學博士，香港工會聯
合會理事長，強制性公積
金計劃上訴委員會委員，
團結香港基金顧問。現任
港區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
表。

胡曉明
得票:1,549

男，1954年 2月出生，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理學士，香港菱電發展有
限公司主席，香港城市大
學校董會主席，中華總商
會常務會董。現任港區第
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
2000 年獲委香港太平紳
士，2017年獲頒銀紫荊星
章。

馬豪輝
得票:1,600

男，1951年7月出生，
就讀英國徹斯特法律學
院，香港胡關李羅律師行
高級合夥人，中國委託公
證人。現任港區第十二屆
全國人大代表。2005年獲
委香港太平紳士，2017年
獲頒金紫荊星章。

陳曼琪
得票:1,421

女，1969年2月出生，
榮譽法學士，陳曼琪律師
行首席律師，香港中小型
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港
區婦聯代表聯誼會副會
長，中國委託公證人，九
龍黃大仙區議員。2015年
獲委香港太平紳士。

黃玉山
得票:1,652

男， 1949 年 12 月出
生，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博
士，香港公開大學校長、
講座教授，香港消費者委
員會主席。現任港區第十
二屆全國人大代表，香港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2001
年獲委香港太平紳士，
2004年獲頒銅紫荊星章。

鄭耀棠
得票:1,570

男， 1948 年 10 月出
生，大專學歷，香港工會
聯合會榮譽會長，香港各
界慶典委員會執行主席，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委員
會副主席。現任港區第十
二屆全國人大代表。1999
年獲委香港太平紳士，
2015年獲頒大紫荊勳章。

盧瑞安
得票:1,654

男， 1950 年 12 月出
生，大專學歷，香港中旅
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副主
席，香港中國旅行社榮譽
董事長，香港中國旅遊協
會會長。現任港區第十二
屆全國人大代表。2006年
獲委香港太平紳士，2007
年獲頒銅紫荊星章。

（36人當選，按繁體字姓名筆劃排列）

女，1955年7月出生，
美國哈佛大學藥理學博
士，香港科技大學副校
長、講座教授，中國科學
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
外籍院士。2014年獲委香
港太平紳士，2017年獲頒
銅紫荊星章。

王敏剛
得票:1,275

男，1949年1月出生，
美國加州大學機械工程系
學士，剛毅（集團）有限
公司董事長。現任港區第
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
1987 年獲委香港太平紳
士，2003年獲頒銅紫荊星
章。 田北辰

得票:1,543

男，1950年8月出生，
美國哈佛大學工商管理碩
士，縱橫二千集團主席，
實政圓桌召集人，香港立
法會議員、荃灣區議會議
員。現任港區第十二屆全
國人大代表。1997年獲委
香港太平紳士，2000年獲
頒銅紫荊星章。

李引泉
得票:1,666

男，1955年4月出生，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經
濟學碩士，招商局集團董
事，招商局資本投資有限
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
官，香港中華總商會常務
會董。現任港區第十二屆
全國人大代表。 李君豪

得票:1,594

男， 1955 年 10 月出
生，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學
碩士，專業會計師，東泰
集團主席，李東海李君豪
基金主席，香港中文大學
校董，香港金融發展局委
員。2016年獲頒銅紫荊星
章。 李應生

得票:1,326

男，1953年5月出生，
香港浸會大學榮譽大學院
士，百成堂集團主席，香
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香
港中藥業協會創會暨首席
會長，香港中醫中藥發展
委員會委員。2004年獲委
香港太平紳士，2010年獲
頒銅紫荊星章。

吳亮星
得票:1,477

男，1949年7月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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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揭證券有限公司董事。
現任港區第十二屆全國人
大代表。2001年獲委香港
太平紳士，2004年獲頒銀
紫荊星章。

林順潮
得票:1,520

男， 1959 年 11 月出
生，香港中文大學醫學博
士，國際眼科院士，希瑪
林順潮眼科中心院長，亮
睛工程慈善基金會長。現
任港區第十二屆全國人大
代表。獲評世界十大傑出
青年及香港人道獎，2004
年獲委香港太平紳士。

林龍安
得票:1,547

男， 1964 年 10 月出
生，中國科技大學工商管
理碩士、客座教授，禹洲
集團董事局主席，香港中
華出入口商會榮譽會長，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
席。2017年獲委香港太平
紳士。

洪為民
得票:1,276

男，1969年1月出生，
哲學博士，深圳市前海管
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
官，香港互聯網專業協會
會長，香港交通安全隊總
監，香港菁英會榮譽主
席。2015年獲委香港太平
紳士。 姚祖輝

得票:1,642

男， 1965 年 10 月出
生，哈佛商學院工商管理
碩士，滬港聯合控股有限
公司主席，香港浸會大學
校董會副主席。現任港區
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
2008 年獲委香港太平紳
士，2016年獲頒銅紫荊星
章。

馬逢國
得票:1,663

男，1955年7月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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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發展局主
席，香港特區立法會議
員。現任港區第十二屆全
國人大代表。2002年獲委
香港太平紳士，2004年獲
頒銀紫荊星章。

陳亨利
得票:1,457

男，1953 年 10 月出
生，美國關島大學工商管
理碩士，聯泰集團有限公
司行政總裁，香港紡織業
聯會副會長，中國和平統
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
會長。2008年獲委香港太
平紳士，2005年獲頒銅紫
荊星章。

陳 勇
得票:1,651

男，1969年9月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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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
聯副主席。現任港區第十
二屆全國人大代表。2011
年獲委香港太平紳士，
2014年獲頒銅紫荊星章。 陳振彬

得票:1,540

男， 1957 年 11 月出
生，英國倫敦商會會計專
業文憑，高捷管理有限公
司主席，九龍社團聯會會
長，觀塘區議會主席。現
任港區第十二屆全國人大
代表。2002年獲委香港太
平紳士，2014年獲頒金紫
荊星章。

陳智思
得票:1,693

男，1965年1月出生，
美國波莫納大學藝術系學
士，香港亞洲金融集團
（控股）有限公司總裁，
香港特區行政會議召集
人。現任港區第十二屆全
國人大代表。2002年獲委
香港太平紳士，2006年獲
頒金紫荊星章。 張俊勇

得票:1,303

男，1970年2月出生，
美國康奈爾大學碩士，盛
國集團有限公司主席，香
港城市大學校董會成員，
香港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
會委員。2015年獲特區政
府榮譽勳章。

黃友嘉
得票:1,650

男， 1957 年 10 月出
生，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
學博士，聯僑遠東有限公
司董事總經理，香港中華
廠商聯合會永遠名譽會
長。現任港區第十二屆全
國人大代表。2010年獲委
香港太平紳士，2017年獲
頒金紫荊星章。

葉國謙
得票:1,611

男， 1951 年 11 月出
生，大學學歷，漢華教育
機構主席，香港特區行政
會議成員，民建聯會務顧
問。現任港區第十二屆全
國人大代表。1999年獲委
香港太平紳士，2017年獲
頒大紫荊勳章。 雷添良

得票:1,519

男， 1954 年 11 月出
生，英國倫敦城市大學工
商管理碩士，羅兵咸永
道/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
所高級顧問，教育統籌委
員會主席。現任港區第十
二屆全國人大代表。1999
年獲委香港太平紳士，
2017年獲頒銀紫荊星章。

廖長江
得票:1,584

男，1957年9月出生，
英國倫敦大學法學碩士，
廖長江大律師事務所大律
師，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成
員，香港特區立法會議
員。現任港區第十二屆全
國人大代表。2004年獲委
香港太平紳士，2014年獲
頒銀紫荊星章。

蔡素玉
得票:1,297

女， 1950 年 10 月出
生，香港大學哲學碩士，
東偉國際有限公司董事
長，港島東區區議員。現
任港區第十二屆全國人大
代表。2005年獲委香港太
平紳士，2013年獲頒銅紫
荊星章。 蔡 毅

得票:1,543

男，1960年7月出生，
上海海事大學經濟學學
士、客座教授，興祥集團
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總經
理，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
事長。現任港區第十二屆
全國人大代表。2014年獲
委香港太平紳士。

霍震寰
得票:1,670

男，1949年5月出生，
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工商
管理碩士，霍英東集團行
政總裁，香港中華總商會
永遠榮譽會長。現任港區
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
2003 年獲委香港太平紳
士，2005年獲頒銀紫荊星
章。

鄺美雲
得票:1,546

女， 1962 年 12 月出
生，香港理工大學院士，
鄺美雲珠寶有限公司董事
長，香港理工大學基金永
遠榮譽主席，香港義工聯
盟董事會副主席，香港珠
海社團總會會長。

顏寶鈴
得票:1,555

女，1959 年 11 月出
生，大專學歷，飛達帽業
控股有限公司副主席兼董
事總經理，新界鄉議局議
員，香港紡織商會副會
長。現任港區第十二屆全
國人大代表。2013年獲委
香港太平紳士，2009年獲
頒銅紫荊星章。

譚志源
得票:1,580

男，1964年5月出生，
香港大學學士，新風天域
醫療副主席，香港特區政
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原局
長。2007年獲委香港太平
紳士，2012年獲頒金紫荊
星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