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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恭蕙履歷
陸恭蕙現年五十六歲。於二○○○年

成立思匯政策研究所，一直擔任行政總監
一職至二○一二年九月十一日。陸恭蕙於
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七年及一九九八至二○
○○年為立法局／立法會議員，具多年從
政經驗。

陸恭蕙取得英國赫爾大學法律學士學
位，以及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法及比較法法
學碩士學位。

加入立法局／立法會前，陸恭蕙於商
品買賣及項目策略的工作中擔任地區性要
職。她曾任立法局／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
會主席（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年及一九九
八至二○○○年），亦創辦或服務於多個
香港及海外的非政府組織，關注環境保護
、城市規劃及設計，以及平等機會等課題。

李家超履歷
李家超現年五十五歲，獲澳洲查爾斯

特大學公共政策暨行政碩士。他於一九七
七年加入警務處，任職見習督察。他於一
九九七年晉升為總警司；二○○三年晉升
為警務處助理處長；二○○七年晉升為高
級助理處長；二○一○年晉升為副處長。

他曾任職警隊多個不同部門，負責行
動工作、刑事調查、投訴警察、服務質素
、人事、訓練、資訊科技系統、財務、制
定政策、策劃及發展等。崗位包括西九龍
總區指揮官、刑事部助理處長、刑事及保
安處長。現任警務處副處長（行政）。

邱誠武履歷
邱誠武現年五十二歲，二○○八年八

月至二○一二年六月期間出任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

他加入政府前，從事新聞工作達二十
五年。一九九二年加入香港經濟日報，二
○○○至○八年任執行總編輯；之前在英
文虎報、香港電台等機構服務；亦擔任香
港記者協會及香港報業評議會的執行委員
會成員。

邱誠武曾獲多個新聞獎項，包括於一
九八六年獲香港報業公會頒發香港最佳報
章記者（一般新聞）；亦撰寫和出版多本
有關青少年、香港經濟出路等社會議題的
著作。

邱誠武獲香港中文大學科學學士及倫
敦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法律學士。

陳岳鵬現年二十九歲
，獲美國史丹福大學公共
政策文學士和政治及比較
社會學碩士。

他於二○○八至一○
年間為南區區議會民選議
員，並在二○一○至一二
年六月擔任行政長官辦公
室特別助理。

陳岳鵬為 「匯賢智庫
」創會成員。

徐英偉現年三十五歲，
獲加拿大渥太華大學社會科
學學士及曼徹斯特大學的工
商管理碩士。

他曾服務加拿大滙豐銀
行、滿地可銀行、美林證券
及美國運通銀行及恒生銀行
。他於二○○六年加入民建
聯。

徐英偉於二○○八年六
月至二○一二年六月期間出
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
事務局局長政治助理。

陸恭蕙 李家超 邱誠武

【本報訊】新任環境局副局
長陸恭蕙擁有多年從政經驗，有
環保團體認為，她與局長黃錦星
有互補作用，應付外界質詢時提
供強而有力協助，甚至具備籌組
能力，鼓勵立法會與當局合作成
立工作小組。

多個環保團體對陸恭蕙出任
環境局副局長表示歡迎。綠色和
平資深項目主任古偉牧指，黃錦
星是專業人士出身，缺乏施政經
驗，相反陸恭蕙過去曾出任立法
局議員多年，兩人可互補不足。
而黃錦星專長是綠色建築，陸恭
蕙則對空氣質素有研究，日後施
政亦可從 「大政策」着手，如企
業建築規劃方面。他續說，環境
局過去甚少主動向立法會提出合
作，期望陸恭蕙憑着從政經驗，
鼓勵不同政黨議員成立工作小組
。以處理電費談判為例，環境局
角色一向夾在立法會議員和兩電
中間，若工作小組扮演較重要角
色，可審閱政府與兩電的會議記
錄，必要時向電力公司施壓，相
信談判能事半功倍。

地球之友高級環境事務經理
朱漢強也表示，陸恭蕙在環保方

面的履歷十分完整，能夠勝任副局長。她
被環保團體公認為有能力和江湖地位，與
民間社會及學者亦有連繫。而且她曾出任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相信能掌握
各環保議題和議會運作，與黃錦星發揮一
剛一柔效果。環保觸覺主席譚凱邦相
信，陸恭蕙的政治手腕能處理民間反
對固體廢物徵費的聲音。

對於陸恭蕙成立的思匯政策
研究所曾接受中電資助進行研究
，朱漢強和古偉牧均表示，陸恭
蕙處理電費問題時，應做好利益
申報，提高透明度。

三人獲委任副局長
特區政府昨日公布新一批副局長及政治助理

名單，分別委任前立法會議員陸恭蕙為環境局副
局長、警務處副處長李家超為保安局副局長，原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亦再次獲委任。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表示，歡迎三名副局長及兩名政
治助理加入特區政府為香港社會服務，三名副局
長在各自範疇有豐富經驗，希望他們能在相關政
策範疇尋求突破。

本報記者 馮慧婷 朱晉科

經過一段時間的甄選，行政長官辦公室昨日公布，聘任
委員會委出三名副局長及兩名政治助理。前立法會議員陸恭
蕙獲委任為環境局副局長，並於昨日履新；警務處副處長李
家超，出任保安局副局長，下月一日上任；邱誠武則再度獲
任為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九月十五日履新。

三名副局長的薪酬沿用上屆政府的薪酬標準，其中陸恭
蕙及李家超的月薪均是二十一萬一千五百六十元，是副局長
核准薪酬的最高點，而邱誠武的月薪為十九萬七千四百五十
五元，是副局長薪酬的中間點。

陳岳鵬徐英偉出任政助
除三名副局長外，特區政府又委任前特首辦特別助理陳

岳鵬，昨起出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政治助理，而民建聯成員
徐英偉則再次擔任民政事務局政治助理，並將於十月八日就
任。兩人的薪酬均為九萬八千七百三十元，是政治助理薪酬
的最低點。

政府公布上述委任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表示，非常
歡迎陸恭蕙、李家超和邱誠武，出任環境局，保安局及運輸
及房屋局副局長，以及兩名政治助理，加入特區政府為香港
社會服務。她又說三名副局長在各自範疇都有豐富的經驗，
亦是她熟悉的朋友，熱切期待與他們合作，並希望在他們負
責的範疇裡尋求到政策上的突破。

林鄭月娥又說，不擔心個別官員以往工作會影響政府運
作，因為政府是集體決策，能夠防止利益衝突的情況發生。
她又否認遴選委員會淪為花瓶，只能物色舊人加入政府，她
強調遴選委員會是公正處理每個申請，經過篩選後向司、局
長推薦，經司、局長接受後，人選才能獲得聘任，而副局長
及政治助理的遴選工作仍在進行，包括政務司長的政治助理。

現年五十六歲的陸恭蕙，具多年從政經驗，二○○○年
成立思匯政策研究所，一直擔任行政總監一職。陸恭蕙昨日
會見傳媒時承認，自己沒有主動申請職位，是特首梁振英主
動接觸她，又曾與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見面，可以算是面試。

陸恭蕙冀貢獻環保工作
外界認為，加入政府，就有如走入 「熱廚房」，陸恭蕙

說，加入政府只得一個目的，是她非常關心環保，為了香港
的環境，無論多熱也要忍耐，相信自己有能力協助政府制訂
政策，希望港人不要失去信心。至於是否完全認同梁振英的
政治理念，陸恭蕙說，這是複雜的問題。

對於有環保團體指出，其成立的思匯政策研究，曾經接
受中電捐款，陸恭蕙認為，企業捐款給她以前任職的機構，
與她現時的工作無關，工作時亦無需要考慮捐款企業，故看
不到會有利益衝突。

被問及社會熱議的國民教育問題，陸恭蕙表示，只能管
到環保的範疇，自己不適合回答，希望大家諒解。她又說，
希望就環保議題，與社會各界有深入交流。

連同已於七月一日上任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梁鳳
儀以及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新一屆特區政府現時已委
任了五名副局長，據了解，其餘政策局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
甄選工作仍在進行，政府會在適當時候另行公布。

李家超：積極與各界溝通
李家超對於有關委任表示非常高興，他指出，保安局負

責多個政策範疇，並需處理政策制訂及資源運用等影響深遠
的事宜，在新崗位上能協助保安局局長處理有關工作，繼續
在另一個更廣泛的層面服務市民。 「加上我過去三十五年在
警隊的經驗，以及與各政府部門，尤其是保安局及紀律部隊
的同事，一直有良好的工作關係，在各部門之間良好的協作
和溝通基礎上，可再作出貢獻。再者，我在警隊亦有參與落
實 『推動社群參與』這個策略方針的工作，與社區已建立了
溝通渠道，上任後我會協助保安局局長與社會各界保持溝通
及聯繫，爭取他們的支持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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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政府委任警務處
副處長（管理）李家超為新一任
的保安局副局長，兩大警察工會
對決定表示歡迎，認為李家超深
思熟慮、作風穩健兼能力高，相
信能協助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處理
事件。而警務處又發表聲明指，
歡迎政府任命，並感激他在過去
三十多年服務警隊期間的貢獻。

政府委任新一任保安局副局
長，將會由現任警務處副處長
（管理）李家超擔任。兩大警察
工會對任命表示歡迎。其中警務
督察協會主席曾昭科表示，李家
超深思熟慮、作風穩健兼能力高
，過去多次處理遊行、集會和示
威，相信李家超擔任副局長後，
能夠向同樣是紀律部隊出身的局
長黎棟國，提供更深層次意見，
解決問題。他又指，雖然李家超
轉任保安局副局長，加上警隊另
一名副處長鄧甘滿明年初退休，
但警隊是一個有系統及負責任的
部門，相信已將兩人的情況，計

算在內，不影響接班安排。
警察員佐級協會發言人亦歡迎任命，

認為其能力可勝任副局長一職，又指警隊
有完善的升調系統，相信李家超調任，不
會影響警隊內部的運作。

而警務處亦發表聲明指，警隊歡迎政
府對李家超的任命，認為其過去三十多年
服務警隊期間表現卓越，對警隊的發展和
香港的治安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警隊將

繼續與保安局衷誠合作，致力維持本
港的安全和穩定。

【本報訊】運輸及房屋局副
局長邱誠武原職留任，有立法會
議員希望，邱誠武能衝破政務官
文化，吸納民意，並寄語他不要
放棄原來的價值觀。有立法會議
員認為，邱誠武過去的表現中規
中矩。

剛在新一屆立法會選舉超級
區議會當選的工聯會陳婉嫻表示
，希望再度擔任副局長的邱誠武
應衝破政務官關口，令政務官能
夠吸納民意，並稱尊重當記者時
的邱誠武， 「之前他做記者時，
我很尊重他很有理念，寄語他
不要放棄原來在社會上的價值
觀。」

同樣在超級區議會議席勝出
的馮檢基則表示，邱誠武處理房
屋問題的表現只是 「中規中矩」
， 「沒有突出可以幫香港解決房
屋問題。」他續說，現時房屋問
題 「亂七八糟」，邱誠武在上屆
政府已任職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
， 「他應該有責任，這樣我覺得
是負分的。」至於在處理交通運
輸方面，馮檢基認為邱誠武的表
現不過不失， 「特別鐵道發展，

我覺得基本上可以接受。」
邱誠武從事新聞工作二十五年，曾任

職英文虎報和香港電台，二○○○年起擔
任經濟日報執行總編輯，亦擔任香港記者
協會及香港報業評議會的執行委員會成員
，曾獲多個新聞獎項。○八年加入政府，
是首批擴大政治問責團隊成員，獲委任為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同年，新界的士司
機因 「短加長減」收費方案問題，堵塞北
大嶼山公路抗議，邱誠武拒絕到場調停而
飽受批評，任內亦曾經處理高鐵撥款等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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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英偉履歷

陳岳鵬履歷

政治助理任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