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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演出團體／嘉賓

唱國歌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儀仗隊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軍樂隊

致詞 主席團執行主席董建華先生
樂韻悠揚 閻奕格、香港青年中樂團
嶺南古今 李玉華、陳璧沁、陳子晉、許偉雄、林志宏
北樂鏗鏘 張涵、顧藝超
舞動輝煌 香港文化舞劇團
閃耀未來 孫耀威
文明之師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文工團
歡頌盛世 陳潔靈、Patrick Lui Jazz Orchestra
共同家園 屯門兒童合唱團

演出嘉賓與團體

金鑽贊助 特別鳴謝
劉鳴煒

鑽石贊助 港幣五十萬元或以上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翡翠贊助 港幣三十萬元或以上
新華基金會 黃廷方慈善基金 瑞安集團 楊 釗

金贊助 港幣二十萬元或以上
長江集團 楊孫西

銀贊助 港幣十萬元或以上
金利來集團有限公司 銀河娛樂集團 盧文端

香港同胞慶祝香港同胞慶祝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九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九周年
文文 藝藝 晚晚 會會

主辦：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九周年籌備委員會
協辦：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總署

2018年10月1日(星期一) 晚上7:00至8:15 紅磡香港體育館

港幣四萬元或以上

陳經緯 謝中民 方文雄 朱蓮芬 何柱國 何鴻燊 余國春 李國寶 洪祖杭
梁振英 梁錦松 郭炳湘 陳有慶 劉宇新 鄭維健 霍震霆 霍震寰 戴德豐

香港中華總商會 一帶一路總商會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 上海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光大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海外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國聯通國際有限公司 半島針織廠有限公司
有利集團有限公司 金山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長江製衣有限公司 香港工業總會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粵海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霍英東基金會

港幣二萬元或以上

何世柱 胡經昌 張泰超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龍光地產控股有限公司

港幣一萬元或以上

王英偉 朱正賢 李業廣 沈家燊 貝鈞奇 周忠繼 馬介璋 梁滿林 許榮茂 陳亨利 陳金烈 黃宜弘 廖長城 鄺美雲 顏顏寶鈴 譚錦球
力寶集團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香江興利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 信德集團 禹洲集團 鳳凰衛視有限公司

港幣四千元以上

盧錦欽 毛浩輯 王亞南 王庭聰 伍沾德 朱 正 余錦基 吳天賜 李和聲 李國棟 李國興 李勝堆 周永健 孟麗紅 林廣兆
馬鴻銘 梁廣灝 莊成鑫 許晉奎 陳 斌 陳幼南 陳成秀 陳偉南 彭徐美雲 黃華康 葉裕彬 劉漢銓 鄧竟成 盧溫勝 霍啟剛
龔永德 鍾嶺海 黃 鑑
恆通資源有限公司 王新興有限公司 西方寺 亞太通信衛星有限公司 香港工會聯合會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 第一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萬利佳國際有限公司 稻香集團 龍山置業有限公司
發記實業有限公司 滙貫．南豐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莫桑比克名譽領事館

港幣四千元或以下

丁毓珠 王伯遙 王振聲 王敏超 王紹爾 古宣輝 伍威全 伍淑清 何冬青 何志佳 佘德聰 余國樑 余潤興 吳良好 吳亮星
呂世祥 李 歡 李大壯 李宗德 李家祥 李健鴻 李群華 李嘉音 李應生 汪明荃 周安達源 周莉莉 周賢明 林建名 林華英
林樹哲 姚秀卿 施展熊 施榮忻 施學概 胡國祥 胡楚南 胡葆琳 胡曉明 范佐浩 倪錦輝 孫少文 容永祺 徐小明 徐增平
袁仕傑 馬逢國 馬豪輝 高美懿 高苕華 區永熙 屠海鳴 張學明 曹其東 梁海明 梁偉浩 梁劉柔芬 莊學山 許漢忠 陳 勇
陳小玲 陳永華 陳仲尼 陳協平 陳炎光 陳炳煥 陳國威 陳馮富珍 陳樹標 陳鴻基 曾智明 曾智雄 湛兆霖 湯恩佳 程國灝
馮華健 黃 河 黃 旌 黃周娟娟 黃定光 黃河清 黃英豪 黃景強 黃楚基 黃麗群 楊 鑫 楊華勇 葉國華 詹洪良 鄒允貞
雷添良 廖湯慧靄 劉佩瓊 劉宗明 劉炳章 劉紹鈞 劉漢華 歐陽寶珍 潘祖堯 蔡 毅 蔡衍濤 蔡黃玲玲 蔡錫聰 鄧楊詠曼 鄭慕智
盧重興 盧瑞安 鍾士元 鍾景輝 羅君美 羅富昌 譚惠珠 蘇計成 楊位醒 王國強
大唐金融集團 工程界社促會有限公司 中國生物製藥有限公司 互通有限公司 永和實業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香港分行 伯恩光學(香港)有限公司 李東海李君豪基金有限公司 東方石油集團 金輪貿易有限公司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香港商報 香港婦聯有限公司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旅港南海商會 珠江船務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裕東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裕華國產百貨有限公司 幗有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福萬集團有限公司 冀魯旅港同鄉會 龍之家社會服務基金 六福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慈善基金

鳴謝 贊助經費芳名

(排名以贊助金額及姓氏筆劃序，如有錯漏，敬請原諒。) (截至26/9/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