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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會組成林煥光任召集人
14名行會非官守成員簡介

林煥光：六十一歲
，畢業於港大社會科學
系，並持有哈佛大學公
共行政管理碩士及港大
佛學研究碩士學位。現
任平機會主席。曾任香
港政府司級官員，特區
政府主要官員／問責官
員，及奧馬有限公司行
政總裁。二○○○年獲
特區政府頒發金紫荊星
章。

鄭耀棠：六十三
歲，現任工聯會榮譽
會長。鄭耀棠從事勞
工事務數十年，有豐
富的工會工作經驗。
曾任策發會委員、勞
顧會成員、立法會議
員等。現為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及中港關係
策略發展研究基金主
席等。二○○八年獲
特區政府頒發金紫荊
星章。

史美倫：六十二歲
，有法律背景，從事金
融和證券業多年，歷任
香港各中央證監機構要
職。現為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並為廉政公署貪
污問題諮詢委員會主席
和非官守太平紳士遴選
委員會委員。二○○九
年獲特區政府頒發金紫
荊星章。

胡紅玉：六十歲
，有專業法律知識，
現為管理顧問。曾任
立法局議員、平機會
主席、消委會主席、
廉署審查貪污舉報諮
詢委員會主席、香港
按揭證券有限公司董
事等。現任積金局主
席及香港國際仲裁中
心理事。二○一一年
獲特區政府頒發金紫
荊星章。

李國章：六十七歲
，中大外科榮休講座教
授。現任全國政協委員
、東亞銀行副主席。曾
任中大外科學系講座教
授及系主任、醫學院院
長及大學校長。二○○
二年至二○○七年任教
育統籌局局長及行政會
議成員。二○○○年獲
特區政府頒發金紫荊星
章。

廖長城：六十二
歲，執業資深大律師
。一九九○年，他奉
委為高院暫委法官，
於二○○○年奉委為
高院原訟庭特委法官
。現為全國政協委員
、空運牌照局主席、創
新科技知識產權檢討
督導委員會主席等。
二○○八年獲特區政
府頒發金紫荊星章。

周松崗：六十一歲
，特許工程師，現任香
港交易所及結算有限公
司主席、香港總商會主
席、馬會董事、公益金
董事局成員、首長級薪
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
會委員及司法人員薪俸
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委員。二○○三至二○
一一年出任港鐵行政總
裁。

張學明：六十歲
，現任全國政協委員
、立法會議員、新界
鄉議局副主席，大埔
區議會主席、新界社
團聯會榮譽會長。曾
任策略發展委員會委
員、輸入優秀人才及
專才計劃諮詢委員會
成員。二○○九年獲
特區政府頒發金紫荊
星章。

羅范椒芬：五十九
歲，長時間擔任香港政
府政務主任，曾參與醫
療衛生、禁毒事務、經
濟服務、民政事務、社
會福利等多方面的工作
。先後出任政務司司長
助理、候任特首辦主任
、候任特首辦主管。現
任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中美交流基金會特別顧
問等。

張震遠：五十四
歲，現為香港商品交
易所主席、市建局董
事會主席、紀律人員
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
委員會主席、策略發
展委員會委員，以及
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
件常務委員會委員。
二○一○年獲特區政
府頒發金紫荊星章。

張志剛：五十三歲
，中大社會科學學士及
工商管理碩士。現任
「一國兩制」 研究中心
總裁。曾任策發會成員
及公共圖書館諮詢委員
會副主席。二○一一年
獲特區政府頒發銅紫荊
星章。

林奮強：五十一
歲，現為獨立非牟利
政策研究組織香港黃
金五十之創辦人。曾
於二○○六至二○一
一年在瑞銀環球資產
管理任職董事總經理
及高級投資經理。林
奮強曾於一九九七至
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
風暴期間出任中央政
策組非全職顧問。

陳智思：四十七歲
，現為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主席、司法人員薪俸及
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主
席、古物諮詢委員會主
席、活化歷史建築諮詢
委員會主席和香港社會
服務聯會副主席。陳智
思曾任立法會議員，二
○○六年獲特區政府頒
發金紫荊星章。

李慧琼：三十八
歲，專業會計師，畢
業於科大工商管理系
。現任立法會議員、
九龍城區議員、民建
聯副主席。現任公職
包括香港科技大學校
董、香港按揭證券有
限公司非執行董事、
能源諮詢委員會委員
、保險業諮詢委員會
委員。

新班子7月2日落區詳情
官員

行政長官梁振英、環境局局長黃錦星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行政長官梁振英、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環境局局長黃錦星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

時間

下午1時15分至2時30分

下午1時15分至2時30分

下午3時至4時15分

下午5時至6時15分

下午5時至6時15分

下午5時至6時15分

地點

筲箕灣南安街103號筲箕灣街坊福利事務
促進會禮堂

將軍澳坑口培成路38號西貢將軍澳政府
綜合大樓地下坑口社區會堂

葵涌葵盛西邨第6座平台葵盛社區會堂

屯門安定邨安定／友愛社區中心

觀塘翠屏道17號觀塘社區中心

大角咀福全街四十五號旺角街坊會陳慶社
會服務中心禮堂

立會選舉後或有議員加入
除林煥光、張震遠、羅范椒芬、李國章外，其餘非官守成

員，包括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香港黃金五十創
辦人林奮強、民建聯副主席李慧琼、鄉議局副主席兼立法會議
員張學明、資深大律師廖長城、港交所主席周松崗、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陳智思。至於工聯會會長鄭耀棠、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史美倫、前平機會主席胡紅玉，亦將繼續留任行會成員。上述
十四人的任期由七月一日開始。另外，梁振英表明，九月立法
會選舉後，或再有立法會議員加入行會。

對於不少非官守成員都曾在特首選舉中支持梁振英，半數
人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或全國政協委員，外界擔心行會內欠缺
其他聲音，林煥光表示，候任行會成員來自不同專業，有豐富
政務和工作經驗，以李國章和陳智思為例，其公職經驗顯示他
們能獨立思考，勇於面對公眾， 「不應有角色定型，看完卡片
『行頭』，就以為他一定是這樣。我們應聽其言，觀其行。」

但他希望行會能增加女性成員數目。
林煥光認同梁振英的政綱具前瞻性，但承認梁在僭建事件

中，有大失誤，過分掉以輕心，相信梁要做很多工夫，才能挽
回市民信心。對於行會成員或將協助特首制定政策，林煥光指
未與梁振英討論過工作細節，但行會會配合行政機關的工作。

續掌平機會將避角色衝突
林煥光將繼續兼任平機會主席一職。他說，會避免角色衝

突，若平機會收到針對政府的投訴，他將不會參與討論，若行
會內討論到平機會的事，他會做好申報。他強調，擔當公務三
十八年以來，一直做到直言，只要不涉及行會內部討論內容，
他一樣會發表個人意見。

張震遠表示，會以明智的判斷和開誠布公態度，與政府和
社區人士，一起協助制訂並推行有利香港發展的政策。新政府

要做好部署，優先改善民生問題，如房屋短缺、土地供應和貧
窮等。新政府亦須維護包括法治、人權和自由的核心價值，保
持高效公共服務及行政體制。他說，新行會成員名單相當出色
，各人都有抱負和許多寶貴經驗。

林奮強表示，自己沒有包袱，沒有政黨背景，下決定時會
保持客觀。他說，現時仍反對梁振英提出的 「港人港地」政策
，日後行會若要就 「港人港地」表決，成員會經充分討論後再
決定。

羅范椒芬表示，現時行會的組成均衡，有很多有經驗的人。
陳智思表示，市民對行會有期望，將來會多接觸社會各階

層，他認為新任行會成員是一個好的組合。李慧琼則表示，對
於自己獲委任加入行會，感到戰戰兢兢。

【本報訊】政府昨日宣布四名高層官員的調動，羅智光將
出任保安局常任秘書長，張琼瑤將出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
秘書長，譚贛蘭將出任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行政長官辦
公室常任秘書長將由劉焱出任。

五十五歲的羅智光和五十歲的張琼瑤，分別是現任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和保安局常任秘書長，他們將於下月二
十五日互相調任。而五十五歲的譚贛蘭為現任地政總署署長，
她將於下月一日出任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四十四歲的劉
焱現為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秘書長，將於下月一日出任特首辦
常任秘書長。

俞宗怡勉新崗位發揮所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表示： 「是次任命的官員均是資

深的政務官，具備出色的領導和管理才能。我相信他們定能在
新的工作崗位上發揮所長，繼續竭誠地為市民大眾提供專業及
優質的服務，帶領有關部門面對未來的挑戰。」

羅智光於一九八○年九月加入政務職系，並於二○○五年
九月晉升為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羅智光曾在多個決策局及部
門服務，他於一九九九年八月至二○○二年九月出任貿易署署
長（後改稱工業貿易署署長），二○○二年九月至二○○四年
八月出任香港駐世界貿易組織常設代表，並於二○○四年八月
至二○○七年七月出任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常任秘書長（運輸）
（後改稱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運輸））。他於二○○七
年七月出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至今。

張琼瑤於一九八三年八月加入政務職系，並於二○○九年
四月晉升為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張琼瑤曾在多個決策局及部
門服務，她於二○○○年十月至二○○四年三月出任副行政署
長，二○○四年三月至二○○六年二月出任行政署長，並於二
○○六年二月至二○○七年十月出任特首辦常任秘書長。她於
二○○七年十月出任保安局常任秘書長至今。

譚贛蘭於一九八○年八月加入政務職系，並於二○○八年
四月晉升為首長級甲級政務官。譚贛蘭曾在多個決策局及部門
服務，她於一九九九年七月至二○○二年十月出任資訊科技及
廣播局副局長（後改稱數碼港統籌專員），於二○○二年十月
至二○○六年十一月出任律政司政務專員，並於二○○六年十
一月至二○○七年六月出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副秘書長（規劃
及地政）。她於二○○七年七月出任地政總署署長至今。

劉焱於一九九○年八月加入政務職系，並於二○一一年四
月晉升為首長級乙一級政務官。劉焱曾在多個決策局及部門服
務，她於二○○六年二月至二○○七年三月出任公共廣播服務
檢討委員會秘書，於二○○七年四月至二○一○年三月出任食
物環境衛生署副署長（環境衛生），並於二○一○年三月至二
○一二年三月出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庫務）。她於
二○一二年三月出任候任特首辦秘書長至今。

【本報訊】記者宋佩瑜報道：候任行政長
官梁振英與問責團隊在七月一日宣誓就職後，
便火速投入工作。他們將於七月二日兵分多路
走訪多區，聽取市民的意見和訴求。另外，梁
振英昨日公布新一屆行政會議成員名單，以及
成立經濟發展委員會籌備小組，以制訂全面的
經濟發展策略和產業政策。

為了落實向市民問責的承諾，梁振英日前
率領新班子在記者會上公布，他和他的團隊在
七月一日宣誓就任後，會展開全港十八區 「落
區」活動。他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以及其
中一些局長會先到六個區，跟市民會面，聽取
訴求和意見。接着的兩個周末，他們會到餘下
的十二個區與市民會面。

梁振英將於七月二日率領新班子首次落區
，昨日公布的資料顯示，他會率先夥拍環境局
局長黃錦星在當日下午一時多到訪筲箕灣；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則在同一時間夥拍教育局局
長吳克儉到訪將軍澳坑口。在同日較後的時間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張建宗，會到訪葵涌葵盛西邨；梁振英之後再
與吳克儉，到訪屯門安定邨；林鄭月娥則和黃
錦星到訪觀塘；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會夥拍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到訪大角咀。（詳
見表）

經委會籌備小組成立
另外，梁振英昨日除了公布行政會議成員

名單外，同時宣布成立經濟發展委員會籌備小
組，七月一日後開始工作。小組由他出任主席
，成員包括香港工商專業聯會主席黃友嘉、港
交所主席周松崗、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蘇錦樑。

梁振英表示，籌備小組將就新一屆政府設
立的經濟發展委員會的職能、運作模式和人選
，向他提交建議。經濟發展策略和產業政策牽
涉廣泛領域，經濟發展委員會會集合政府、產
業、學術、科研四個界別的代表，從土地、資
金、稅務、人才培訓等作多方面綜合考慮，協
助制訂全面的經濟發展策略和產業政策。

高官執位 兩局常秘對調

梁振英梁振英77．．22帶隊落區帶隊落區 首站筲箕灣首站筲箕灣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公布第四屆行政會
議非官守成員十四人名單，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
林煥光，獲委任為行政會議召集人。協助梁振英
競選特首的市建局主席張震遠、候任特首辦主管
羅范椒芬、前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亦將加入行
會。林煥光表示，行會成員來自不同專業，有豐
富政務經驗，對梁振英做好決策有正面幫助。

本報記者 吳美慧

14非官守成員涵不同專業

◀羅智光
將出任保
安局常任
秘書長

▶張琼瑤
將出任政
制及內地
事務局常
任秘書長

▲林煥光表示，行會成員來自不同專業，有豐富政務經驗
，對梁振英做好決策有正面幫助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梁振英（右）早前落區受到街坊熱烈歡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