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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今日刊憲公布授勳名單。今年

共有687人獲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頒授勳銜及作出

嘉獎，其中4人獲頒最高榮譽的大紫荊勳章，

分別是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陳智思，公益

金之友聯席主席陳東，全國政協常委、世茂集團

董事局主席許榮茂。同時有15人獲頒金紫

荊星章、22人獲頒銀紫荊星章，以及40人獲

頒銅紫荊星章。

為港貢獻殊深 4賢膺大紫荊
授勳名單今刊憲 687人獲頒勳銜嘉獎

為專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特區政
府把原定在7月1日公布的2020

年授勳和嘉獎及委任太平紳士名單延
至今日公布並刊憲，這是香港自回歸
以來第二十三份授勳名單。
今次獲頒授勳銜及獲嘉獎人士共
687人，比去年的399人多72%。其中
獲頒大紫荊勳章有4人，比去年多兩
人。獲頒金紫荊星章、銀紫荊星章及
銅紫荊星章分別有15人、22人及40
人（見表），均與去年的11人、23人
及41人差不多。惟因今年獲行政長官
社區服務獎狀及行政長官公共服務獎
狀人士，分別較去年多約 73%及
517%，令今年獲嘉許人士激增。
政府發言人指，今年獲頒授行政長
官社區服務獎狀及行政長官公共服務
獎狀這兩個獎項的人士特別多，藉以
表揚在過去一年處理社會事件和應對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表現傑出的人
士。政府發言人又指，行政長官衷心
感謝所有得獎人士對香港作出的貢
獻，並計劃於今年內在禮賓府舉行頒
授典禮。

梁君彥盡心為社會服務
獲頒授大紫荊勳章的梁君彥長期擔
任公職，先後擔任多個法定組織和諮
詢委會員的主席和成員，擁有豐富的
公共服務經驗。嘉許語讚揚他2016年
出任立法會主席以來，以嚴謹及持守
原則的方式主持立法會會議，在尊重
立法會議員表達意見的權利，以及確
保有序、有效率及公正地處理立法會
事務兩者之間，取得恰當平衡。
嘉許語又表揚他盡心竭力服務社
會，建樹殊偉，對政府的有效管治作
出重大貢獻。

陳智思貢獻金融界卓著
另外一位獲授大紫荊勳章的陳智思
多年來竭誠投入公共服務，嘉許語讚
揚他自2017年7月擔任行政會議非官
守議員召集人，深受同儕敬重，在政
府制訂政策過程中提出真知灼見和創
新意念，對政府在不同政策範疇的良
好管治，貢獻尤深。表揚他亦為商界
翹楚，在金融服務界卓有成就。

陳智思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談及獲勳感受時表示，在當下特別的
時刻獲頒大紫荊勳章對他意義深遠，
更讓他萬分感恩。他又指，「這項榮
譽不只是屬於我，更是屬於二十多年
來在不同界別與我並肩努力的人。從
最初的立法會、到之後的社會服務、
可持續發展、文化保育及高等教育等
不同範疇，我遇到不同的人，慶幸從
他們身上學到很多，獲益良多，亦因
為有他們在背後的支持與鞭策，才有
今天的我。」
儘管香港現在面對很多挑戰，在疫

情下大半年來經歷了極不尋常的日
子，但他相信「只要每個人都盡己所
能，堅守崗位，心存希望，我們必定
能重新出發，向前邁進」。

陳東熱心公共社會服務
同樣獲授大紫荊勳章的陳東被讚揚

致力促進香港整體的繁榮、和諧及安
定，並促使社區不同團體和政府部門
之間建立更緊密聯繫。嘉許語指他是
知名的慈善家，對社區人士特別是弱
勢社群尤為關注，亦致力打擊罪案，
提倡公民責任，及推廣關愛青少年的
活動，表揚他長期熱心參與公共及社
會服務，為社區謀求福祉不遺餘力，
對香港貢獻殊深，堪稱典範。
陳東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說：「當然感到很高興，因為證明政
府認同我的工作！」他又笑言別人都
稱呼他為「深水埗之寶」，指自己做
地區工作多年，一刻沒有都停止過，
因此在生之年只要仍有氣力，都會繼
續服務社區。

許榮茂力促建多元社會
大紫荊勳章得主之一許榮茂在地產界

和建築界卓有成就，嘉許語讚揚他熱心
參與社會服務，創立新家園協會，為新
來港人士、不同種族人士及弱勢社群提
供全面服務，協助他們融入社區，促使
建立多元包容的社會，稱讚他為善不甘
後人，對本港的慈善工作貢獻尤深，認
為他是卓越的社會領袖，致力維持本港
社會和諧及繁榮穩定，並竭力團結海外
華僑服務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去年黑
暴在香港肆虐，市面滿目瘡痍，暴徒
搗亂鬧事，打砸搶燒無所不為，除不
少手無寸鐵的市民無辜受傷，負責執
法的警務人員亦成為暴徒施襲目標，
不少警員在執勤時遇襲受傷。特區政
府今日在憲報刊登的授勳名單中，向
十二名警員分別頒授銀英勇勳章及銅
英勇勳章，以表揚他們英勇非凡、奮
勇無私、竭誠盡忠的專業表現。前警
務處處長盧偉聰亦因表現卓越獲頒授
金紫荊星章。
四名警務人員獲頒授銀英勇勳章，
分別為警長梁兆祥、高級警員凌家
威、警員梁日輝及梁鎮賢。政府的公
布指出，他們均在去年10月執行職務
期間，遭受暴徒挑釁及瘋狂襲擊，儘
管情況危險且面對生命威脅，他們仍
奮不顧身、竭盡所能，表現出非凡的
勇氣和決心，無畏無懼地盡力履行警
務人員的職責。事件中，各人均因遭
受襲擊導致身體嚴重受傷。

八名警務人員包括高級督察黃家
倫、警長文冠新及梁啟業、警員胡瑞
傑、韋子彥、馬啟安、張歷恆及曾志
安，則獲頒授銅英勇勳章，以表揚他
們奮不顧身和忘我無私的英勇表現。
公布指，他們分別於去年6月至10月
期間，在執行職務期間遭受暴徒襲
擊，即使現場非常混亂，仍然無畏無
懼，緊守崗位，維持治安及秩序。事
件中，各人均因遭受襲擊導致身體受
傷。

盧偉聰獲頒金紫荊星章
前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則獲政府頒授金

紫荊星章，以表揚他一直忠心服務政府
和社會，表現卓越。他在警隊任職達三
十五年，公布形容他帶領警隊克服無數
挑戰，維護香港的法治，使香港成為世
界上其中一個最安全及穩定的社會，並
讚揚他一直秉持誠信，克盡厥職，展現
出色的才能和領導力，在政府內外深受
敬重。

另有多名警務人員因過去一年處理
社會事件表現傑出，獲頒行政長官公
共服務獎狀，包括警務處助理處長莊
定賢、陶輝、呂錦豪，以及有一段時

間曾代表警方出席記者會回應傳媒提
問的總警司謝振中等。現任國安處高
級警司李桂華亦獲頒授香港警察榮譽
獎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
疫情全球大流行，香港備受衝擊，特
區政府公布的授勳和嘉獎名單中，有
9人因積極參與抗疫工作而獲頒授榮
譽勳章以作表揚；另外分別有逾120
人及逾 140人亦因在抗疫上貢獻良
多，獲頒授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和
行政長官公共服務獎狀。
因積極參與抗疫活動獲頒授榮譽勳章

的人士，包括協助研發電子手環的物流
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有限公司行
政總裁黃廣揚。他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直言，對獲頒授勳章感到榮幸及
驕傲：「以我所知，過去10年都無試
過有做技術研發嘅人獲勳。」
他認為這是政府對科研人員的一

個肯定，也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科
研界：「我哋研發團隊入面有唔少
年輕嘅工程師，佢哋都話無諗過，
好感動。覺得自己做嘅嘢（電子手
環）真係幫到社會，意義非凡。」
問及會否與團隊成員去慶祝，黃廣
揚笑言：「等限聚令再鬆啲就一定
去。」
其餘獲榮譽勳章的包括紀律部隊義

工服務隊主席麥錦輝，他在新冠疫情
爆發後第一時間招募義工，參與支援
政府的抗疫工作，包括在入境旅客獲
發電子手環後與檢疫人士聯絡，監察
有否遵從檢疫令，並協助將火炭駿洋
邨改作檢疫中心。
九龍樂善堂總幹事劉愛詩亦獲榮譽

勳章，她在疫情期間帶領九龍樂善堂
服務社群，包括疫情初期迅速成立
「樂善堂口罩銀行」，與各界團體及
企業合作籌募防疫物資並分發予有需
要人士，又推出租金津貼資助居於社
會房屋「樂屋」的低收入家庭繳交5月
及6月租金等。其餘獲頒榮譽勳章的
亦包括監督「銅芯抗疫口罩+™」的研
發及生產的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行政總裁葛儀文；在武漢爆發新型肺
炎疫情期間，留在當地協助滯留確診
港人的武漢亞心總醫院董事長謝俊
明，以及溫和達、王敏珠、陳國偉、
龐朝輝。
此外，分別有逾120人及逾140人
在抗疫中貢獻良多，獲頒行政長官社
區服務獎狀及行政長官公共服務獎
狀，當中不少人是醫護人員。

授勳名單
大紫荊勳章（4人）

梁君彥 陳智思 陳 東 許榮茂

金紫荊星章（15人）

盧偉聰 紀立信 馬逢國 劉嫣華 謝曼怡

周達明 黎以德 唐智強 陳婉嫻 彭長緯

譚錦球 王冬勝 劉怡翔 龔俊龍 吳換炎

金英勇勳章（4人）

吳詠敏(追授) 黃焯梆(追授) 鄭澤然

黎志恒(追授)

銀紫荊星章（22人）

包華禮 吳宏斌 黃權輝 李建日 李天柱

江達可 陳黃麗娟 劉掌珠 梁栢賢 何超瓊

陳紅天 陳愛菁 歐達禮 譚允芝 蘇長榮

李翠莎 胡偉民 岑智明 李小加 祈連活

梵志登 莊綺珊

銀英勇勳章（7人）

朱奇峰 凌家威 梁日輝 梁兆祥 梁鎮賢

劉達銘 鄧廣坤

紀律部隊及廉政公署卓越獎章 (14人)

袁旭健 張靜 蔡展鵬 黎德禮 徐文良

廖泰堯 區嘉宏 馮伯豪 李漢文 李兆佳

陳偉強 徐文慧 陳潔雲 關儀蘭

銅紫荊星章（40人）

彭韻僖 于健安 林文輝 施清流 查逸超

徐 莉 馬清楠 區偉光 梁永鏗 陳南坡

陳家殷 黃邱慧清 黃 國 黃錦沛 廖漢輝

趙國傑 劉智鵬 鄧家彪 羅詠詩 何漢權

張仁康 楊子熙 朱鼎健 何安達 李惠莉

梁建華 梁潤芝 莫海濤 陳百祥 陳鳳群

麥嘉為 黃文仔 黃麗冰 葉鳳瓊 蔡榮星

盧毓琳 賴漢忠 霍炳林 鄺月心 羅凱栢

銅英勇勳章（8人）

文冠新 胡瑞傑 韋子彥 馬啟安 張歷恆

梁啟業 曾志安 黃家倫

資料來源：行政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忠誠勇毅挫黑暴 12警員獲勳

9人獻力抗疫
獲頒榮譽勳章

陳智思梁君彥 陳東 許榮茂

■特區政府今日在憲報刊登的授勳名單中，向十二名警員分別頒授銀英勇勳章及
銅英勇勳章，以表揚他們於去年應對黑暴的專業表現。圖為警隊執法，驅散暴
徒。 資料圖片

■特區政府公布的授勳和嘉獎名單中，有9人因積極參與抗疫工作而獲頒授榮
譽勳章以作表揚。圖為市民參加普及社區檢測。 資料圖片

■■維港遠眺維港遠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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