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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傘表演跳傘表演今視天氣而定今視天氣而定

陳家強
陳家強盡心竭力為政府和香港市

民服務，成績斐然，尤其自二○○七
年起擔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期間
，致力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
地位，並擬訂和實行政策以確保有效
地控制及管理公共收入及開支，表現
卓越，建樹良多，現獲頒授金紫荊星
章。

蘇錦樑
蘇錦樑盡心竭力為政府和香港

市民服務，成績斐然，尤其擔任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及局長期間
，在經濟、貿易、旅遊、資訊科技
及電訊發展多個範疇上，表現卓越
，貢獻良多，現獲頒授金紫荊星章。

譚志源
譚志源盡心竭力為政府和香港市

民服務二十四年，成績斐然，尤其在
擔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及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局長期間，表現卓越。譚志
源致力促進與內地更密切聯繫和合作
，在政制事務、選舉事宜，及確保行
政長官辦公室的有效運作方面，建樹
良多，現獲頒授金紫荊星章。

湯顯明
湯顯明博士盡心竭力為政府和香

港市民服務三十九年，成績斐然，尤
其在二○○七年至二○一二年擔任廉
政專員期間，致力透過執法、防貪和
教育，肅貪倡廉，維護本港公平正義
安定繁榮，表現卓越，貢獻良多，現
獲頒授金紫荊星章。

鄧國斌
鄧國斌盡心竭力為政府和香港市

民服務三十七年，成績斐然，尤其在
二○○三年至二○一二年擔任審計署
署長期間，帶領審計署提供專業及優
質的審計服務，以確保政府的財政及
會計帳項妥善及符合公認標準，表現
卓越，貢獻良多，現獲頒授金紫荊星
章。

夏正民
夏正民法官盡心竭力為司法機構

服務，表現卓越，尤其於擔任憲法及
行政訴訟審訊表的主管法官期間，以
及在上訴法院級別對公法及家事法範
疇方面，貢獻良多，現獲頒授金紫荊
星章。夏正民法官現為高等法院上訴
法庭法官，服務司法機構二十八年。

陳德霖
陳德霖盡心竭力為政府和香港市

民服務，成績斐然，尤其在擔任香港
金融管理局總裁期間，表現卓越。陳
德霖致力維持穩健的香港銀行及金融
體系，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
地位，表現卓越，建樹良多，現獲頒
授金紫荊星章。

梁卓偉
梁卓偉教授盡心竭力為政府和

香港市民服務，成績斐然，尤其擔
任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及行政長官
辦公室主任期間，在保障及促進公
眾健康、改善本港環境衛生，及確
保行政長官辦公室的有效運作方面
，表現卓越，建樹良多，現獲頒授
金紫荊星章。

劉兆佳
劉兆佳教授盡心竭力為政府和香

港市民服務，成績斐然，尤其在二○
○二年至二○一二年擔任中央政策組
首席顧問期間，帶領該組進行政策研
究及民意分析，並向行政長官、政務
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提供意見，表現
卓越，建樹良多，現獲頒授金紫荊星
章。

陳南祿
陳南祿致力參與公共及社會服務

，表現卓越，尤其對防止貪污工作，
貢獻良多。陳南祿擔任防止貪污諮詢
委員會主席期間，帶領委員會發展整
體的防貪策略，致力提升公營及私營
機構的防貪意識，並在維持香港公平
廉潔的營商環境方面，建樹良多，現
獲頒授金紫荊星章。

楊家聲
楊家聲致力參與公共及社會服務

，表現卓越，尤其在領導香港房屋協
會提供優質和可負擔的房屋，以配合
社會不斷變化的需求方面，建樹良多
。楊家聲協助房協重新定位為專門房

屋供應者，以創新的綜合服務和終生
租住模式提供退休房屋，貢獻良多，
現獲頒授金紫荊星章。

鍾沛林
鍾沛林致力參與公共及社會服務

，表現卓越，尤其對在香港促進有效
的大廈和物業管理，以及向行業及公
眾推廣大廈管理的法律知識的工作方
面，建樹良多。鍾沛林積極參與檢討
《建築物管理條例》和制定對物業管
理行業的規管架構的細節，貢獻良多
，現獲頒授金紫荊星章。

何宣威
何宣威盡心竭力為政府和香港市

民服務，表現卓越，尤其在推動本港
工業、創新科技、電訊和資訊科技，
以及運輸等方面的發展，建樹良多，
現獲頒授金紫荊星章。何宣威服務政
府三十六年，並已於運輸及房屋局常
任秘書長（運輸）任內榮休。

李淑儀
李淑儀盡心竭力為政府和香港

市民服務，表現卓越，尤其在貿易
、經濟發展、福利和衛生多個範疇
上，建樹良多，現獲頒授金紫荊星
章。李淑儀服務政府三十八年，並
已於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書長（衛
生）任內榮休。

麥列菲菲
麥列菲菲教授致力參與公共及社

會服務，表現卓越，尤其在學術界的
長期服務，貢獻良多。麥列菲菲教授
積極參與香港醫務委員會和英基學校
協會的工作，並以其敏銳的政治觸覺
及領導才能，為兩會推行改革以提升
透明度及改善管治，建樹良多，現獲
頒授金紫荊星章。

詹伯樂
詹伯樂致力參與公共及社會服務

，表現卓越，尤其對香港鐵路服務的
發展，及多年來鼎力支持及落實政府
各項施政方針，建樹良多。詹伯樂在
擔任九廣鐵路公司總裁期間，帶領公
司於兩鐵合併後迅速融入新角色和履
行新職務，貢獻良多，現獲頒授金紫
荊星章。

黃定光 林大輝 陳玉樹 彭鍵基 文偉彥
郭立誠 曹萬泰 馬清煜 陳特楚 蒲祿祺
劉漢華 盧景文 周肇平 林秉恩 張少卿
梁高美懿 梁鳳儀 許曉暉 陳建平 陳維安
陳鴻祥 麥綺明 彭玉陵 劉賴筱韞 譚百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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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鳳儀 戚本忠 陳國祺 陳敏然 華樹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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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志遠 霍偉豐 王耀宗 黎嘉恩

鄺國鑑 陳富明 林發耿 林翠玲 陳笑權
黃耀聰 陳曼琪 劉偉章 鄭楚光 李乃堯
李誠權 袁靖波 張德忠 陳鄭美珠 馮文傑
鄭家豪 譚奇珠 蘇仲平 丁鐵翔 尹飛燕
文路祝 王殷厚 伍志強 朱兆棠 江胡葆琳
何開鳳 吳振揚 李文斌 李民正 李永年
李榮輝 李遠大 李輝平 李寶珊 汪永游
周敏姬 周鶴綿 林俊英 林 傑 邱季端
胡潔賢 范偉光 張瑞境 梁孔德 梁 昇
梁 麟 郭景安 陸 勤 彭天明 湯修齊
黃奕鑑 黃玲玲 楊家明 楊奮彬 廖為國
趙其琨 鄭 臻 鄧開榮 鄧錦雄 謝玉蘭
魏 明 羅行堂 羅清源 Mr Colin Bernard Co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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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炳麟 陳郁傑 陳聰聰 彭子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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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和政府高層
官員將於七月一日出席升旗儀式，慶祝香港特別
行政區成立十五周年。

升旗儀式將於上午八時在灣仔金紫荊廣場舉
行。約三千名人士，包括社會賢達、地區團體和
制服團隊成員將出席儀式。

警察銀樂隊以及由拔萃男書院和拔萃女書
院組成的聯合歌詠團，將於升旗儀式中奏樂和
領唱國歌；特區政府的紀律部隊會在海上和空
中敬禮。

升旗儀式結束後，特區政府會在香港會議展
覽中心大會堂舉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周年大
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

出席典禮的嘉賓約有二千三百位，包括立法
會議員、政府官員、外國使節，以及社會各界人
士。

公眾人士請注意，七月一日的升旗儀式將
不會設立公眾觀禮區，而警方會在金紫荊廣場
一帶實施交通管制措施，屆時只有持有效通行
證的人士才可進入該區。

梁榮武 王惠 任健鵬 李淑明
林瑞華 邱巧珠 馬周寶明 馬偉民
高永祺 梁志邦 梁洪熙 梁浩明
郭耀雄 陳玉珊 陳榮基 葉潤泉
鄭結文 鍾松根

昨晨維多利亞公園風和日麗，八一跳傘隊約三
十多名演員在草坪完成最後演練，包括 「赤子回歸
」、 「巧疊羅漢」及 「金龍飛舞」等九個精彩項目
。可是，由於受陣風影響，部分隊員降落草坪時都
偏離目標，令在場市民擔心，跳傘表演有可能受颱
風影響而取消。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主席鄭耀棠表
示，原定今日下午四點在維園草地跳傘表演，兩點
前將決定會否因天氣不穩而押後表演，市民應留意
傳媒有關報道，他已經跟康文署申請場地，以便日
後補辦一場跳傘表演。

八一跳傘隊女隊員何宇峰表示，表演押後與否將
取決於陣風速度及雲層高度，而非取決於天文台的颱
風信號。她表示， 「地面陣風不能多於八米、雲層亦
至少要離地約一千米，否則部分表演項目將會取消或
押後。」而另一位隊員徐偉稱， 「氣候條件允許的話
，我們都能完成任務；要是天氣不穩的話，會有第二
手準備。」

下午四時維園公開表演
在場市民對跳傘隊的花式表演，大讚精彩，每當

有一名跳傘隊員陸時，市民都會報以熱烈掌聲，氣
氛熱鬧。來自浙江的遊客耿先生認為，最好看的項目
是 「赤子回歸」，他表示， 「我在國內從未看過解放
軍表演跳傘，真的十分精彩！當我看到國旗在空中徐
徐降下時，心裡就覺得很自豪。」晨運客錢太及黃小
姐則喜歡 「金龍飛舞」，覺得金龍在半空中飄揚，十
分壯觀；同時她們頗擔心跳傘隊的安全，認為天氣不
穩就應該押後演出。跳傘隊花式表演首場將於今日下
午四時，於維園草坪舉行，市民毋須憑票入場；第二
場則於七月一日，在大球場上演。

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行政長官公共服務獎狀

解放軍八一跳傘隊，
昨早於維園進行最後表演綵

排，準備今明兩日分別在維
多利亞公園及香港大球場進行

兩場花式跳傘表演。跳傘隊完成
全部九個項目，博得在場市民陣陣

掌聲。主辦單位表示，若颱風杜蘇芮
影響跳傘隊演出，將會順延表演。

實習記者 吳卓峰

明升旗禮不設公眾觀禮區

◀市民對跳傘隊員的精彩演出，
報以熱烈掌聲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三十多名跳傘隊員完成最後綵
排，向市民揮手致意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八一跳傘隊昨在維園作最後綵排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太平紳士委任

一、依據《太平紳士條例》第3（1）（b
）條，由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起，被委任為
太平紳士的人士：

二、依據《太平紳士條例》第3（1）（a
）條，由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起，被委任為
太平紳士的人士：

陳新滋 陳鎮源 陳克勤 陳漢威
陳念慈 陳紹雄 陳淑怡 陳紅天
蔣麗苑 蔡楚清 蔡惠琴 蔡瑩璧
戴樂群 何安達 何培斌 洪松蔭
翟紹唐 林德亮 林雲浩 劉細良
李嘉音 利子厚 李鋈麟 梁世民
李 宗 李秀恒 李思廉 林潔貽
盧寵茂 陸 海 陸 地 馬錦華
麥業成 吳玲玲 倪文玲 彭曉明
潘祖明 潘 潔 孫少文 孫寶源
沈祖堯 鄧佑財 唐漢軍 唐國隆
湯徫掄 蔡永忠 曾潔雯 謝秀玲
鄭新文 黃靜文 王春波 胡潔瑩
胡兆英 邱誠武 邱榮光 楊萬里
葉禮德 嚴建平

陳志明 陳鈞儀 趙凱渝 趙慰芬
蔡美儀 朱蘭英 張竹君 何建生
許少偉 鄺國威 林惠霞 劉心怡
羅顯榮 李絳真 陸復民 潘偉強
冼國豪 孫玉菡 戴德謙 謝玉葉
徐志雄 童漢明 胡建明 薛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