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人獲頒大紫荊勳章
特首授勳嘉許746人 人數再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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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多人獲紫荊星章
共同心聲：服務港人

戰勝黑暴 竭誠盡忠
多名警務人員獲英勇勳章

【大公報訊】多名在黑暴亂港期間英
勇非凡、奮勇無私、竭誠盡忠的警察獲頒
授銀、銅英勇勳章。

無懼受傷 勇擒暴徒
警司黎遨遊、盧秉善，警長孫偉薇，

警員雷俊傑獲頒銀英勇勳章。其中，黎遨
遊、盧秉善分別成功處理了香港史上最危
險的自製炸藥案件、香港史上兩枚最大的
自製炸彈案件。孫偉薇去年1月執行職務
期間，遭受暴徒用不明硬物襲擊，被打至
頭破血流，面對生命威脅，她仍奮不顧
身，用自己的身軀去保護同袍，以免他們
受到更嚴重的傷害。雷俊傑去年7月被一
群暴徒包圍，更被雨傘、拳頭襲擊，一名
施襲者甚至以利刀插向雷俊傑，但雷俊傑
始終恪盡職守。

警司梁志恒，警長莊小龍，警員何思
駿、吳凱健獲頒銅英勇勳章。2019年11
月，梁志恒在執行職務期間，遭到暴徒以
汽油彈、腐蝕性液體氣球等襲擊，梁志恒
當時拒絕即刻接受治療，繼續堅定指揮大

隊，成功守衛防線。今年1月，何思駿在
執行職務期間，遭到暴徒拳打腳踢，一名
襲擊者甚至跪在他的頸上，但何思駿無畏
無懼，成功拘捕其中一名施襲者；吳凱健
遭暴徒用磚頭等硬物襲擊，仍不忘用自己
的身體和雙手保護同袍，以免他們受到更
嚴重的傷害。今年2月，莊小龍無懼暴徒
包圍、襲擊，緊守崗位維持治安，更與其
他警員合作，成功拘捕一名曾向他施襲的
暴徒。

陳弘毅江樂士獲金紫荊星章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今年不少法律界

人士都獲得嘉許。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前刑
事檢控專員江樂士都獲得金紫荊星章。

江樂士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這是一個
極大的榮譽，他非常樂意在香港關鍵時刻挺身而
出，向世界講解香港的情況。現時還有很多的工作
需要推進，而他會繼續努力為香港奮鬥。授勳遴選
委員會形容， 「江樂士先生繼續貢獻香港，除參與
大學法律學院教學工作外，亦致力向普羅大眾推廣
法治，透過著作以及傳媒訪問讓市民更全面了解一

些具爭議性和複雜的法律問題。江樂士先生竭誠服
務社會，貢獻宏大，在政府內外均有口皆碑。」

鞏固對香港法律制度信心
另外，委員會讚揚陳弘毅是基本法及憲制法律

的專家，多年來致力提升市民對基本法、香港新憲
制秩序及法治的認識，貢獻宏大。 「陳教授常就涉
及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重要議題提出見解，促進社
會進行健康而有建設性的思考和討論，有助鞏固市
民大眾以至國際社會對香港法律制度的信心。」

大紫荊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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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特區政府公布2021年
授勳名單，共18人獲頒金紫荊星章，22
人獲頒銀紫荊星章，當中本港多位政界人
士位列其中。

黃國健：工聯會集體榮譽
獲頒金紫荊星章的黃國健為現任立法

會議員及工聯會副會長，自2017年7月擔
任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非官守太平紳士
遴選委員會讚揚他一直推動制定促進僱員
權益和福利政策，同時致力促進勞資關係
和諧，貢獻尤深。黃國健接受《大公報》
訪問時表示， 「這是工聯會的集體榮
譽」 ，相信今次獲頒金紫荊星章基於多年
來服務社會，認為星章不單是榮譽，更代
表社會對他的期望。

遴選委員會讚揚另一名金紫荊星章獲
得者王惠貞，多年來竭誠盡心參與公共及
社區服務，亦致力促進婦女權益和發展。
疫情期間，她倡導成立 「全港社區抗疫連
線」 ，對抗疫工作貢獻甚大。王惠貞表
示，感謝特區政府對她投身社會工作的認
可。過去幾年，香港環境艱難，特別是修

例風波期間，她曾組織一班義工清理道路
上的路障，當時義工們團結且 「愛護香
港」 的信念令她深受感觸。

身為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兼香港中華
總商會副會長，她表示，將繼續擔當地
區與特區政府溝通的橋樑，就公共行政
工作向特區政府提供務實的意見，令其
有效施政。

陳克勤：對我來說是鞭策
今次獲頒銀紫荊星章的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陳克勤對公共服務貢獻良多。 「今次
再獲授勳對我來說是一種鞭策，要繼續努
力去為香港市民服務。」 他表示，適逢百
年黨慶，讓我們繼續努力，推動 「一國兩
制」 的實踐再譜新篇章。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亦獲頒銀紫
荊星章。姚思榮表示，特區政府非常關注
業界在疫情下面對的挑戰，先後推出四輪
支援措施，惟仍有旅遊、航空等不少特困
行業仍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未來將繼續就
相關的政策向政府提供寶貴意見，為業界
尋求更多出路。

特區政府今日在憲報刊登回歸以來第24份授勳名單，共746人獲得嘉許，人數再創
歷史新高。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行政會議成員周松崗、葉劉
淑儀，原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振彬，原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全國僑聯副主席
盧文端共七人獲大紫荊勳章。18人獲金紫荊星章，22人獲銀紫荊星章，41人獲銅紫荊
星章。此外，今年獲頒授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行政長官公共服務獎狀兩個獎項的人
數分別高達165人及335人，以表揚各界過去一年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貢獻。有40人獲
委任太平紳士。特區政府表示，初步計劃於11月在禮賓府舉行頒授典禮。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今年共有七人獲得大紫荊勳章，包括張舉能、
鄭若驊、周松崗、葉劉淑儀、陳振彬、蔡冠深及盧
文端。授勳遴選委員會指出，張舉能盡心竭力為司
法機構及香港市民服務，在堅守法治方面，貢獻殊
深。憑藉卓越才幹和領導才能，及對司法制度運作
的豐富經驗，同時，張舉能積極帶領司法機構，與
時並進，依法履職，保障香港市民利益福祉，以及
確保各級法院有效運作。在維護各界對香港司法制
度的信心方面，張舉能建樹良多。

張舉能：秉行公義為港服務
張舉能回應大公報記者查詢時表示，這個榮譽

對全體法官及司法人員維持香港的獨立和專業的司
法制度方面的貢獻作出肯定。他說： 「會繼續大公
無私地維護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獨立，帶領司法機構
保持專業，高效和與時並進，以無懼、無偏、無
私、無欺的精神，秉行公義，為香港服務。」

委員會認為，鄭若驊2018年起出任律政司司
長，建樹殊偉，憑藉超卓的才能及對香港和法律專

業的承擔，領導律政司履行各項繁重
的職務，為行政長官和政府提供周
全的法律意見，成績斐然。致力維
護法治，確保司法公義及守護公眾
利益，並積極推動香港發展成為國

際仲裁服務中心，對

鞏固香港作為爭議解決服務的國際法律樞紐的地位
貢獻良多。

鄭若驊：樂見社會攜手維護法治
對此，鄭若驊表示： 「我很榮幸獲特區政府頒

發大紫荊勳章，我認為這是對律政司仝人致力為香
港服務的肯定，亦是表揚每一位對法律制度作出貢
獻的人士。」 她更高興的是，見到社會攜手共同維
護捍衛法治，鞏固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讓 「一國
兩制」 得以正確地全面貫徹落實，會繼續與律政司
上下一心，推展 「法治公義 普惠共享」 的精神。

葉劉淑儀：工作獲認同感高興
委員會讚揚葉劉淑儀 「積極參與行政會議和立

法會的工作，並以其豐富的公共服務經驗和對香港
社會的深入了解，為政府提供寶貴意見，平衡社會
各界利益」 ，葉劉淑儀說，非常高興自己的工作得
到特區政府的認同，今後將更加努力為香港社會作
出貢獻。

陳振彬：團結社會各界作貢獻
陳振彬指出，對於 「長期推動香港青年發展，

為香港社會福祉努力不懈」 的評價衷心感謝， 「自
覺還有不少進步空間」 。他亦感謝家人和朋友的指
出，並表示今後將繼續與一眾志同道合的朋友服務
好香港社會，為凝聚更多力量、團結社會各界作出

應有貢獻。

▲警隊在平定暴亂、維護國安方面立下功
勞，獲得激讚，多名警員獲得英勇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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