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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第六屆香港特區政府主要官員正式獲中央任命 

 
香港專業人仕協會(專協) 熱烈祝賀第六屆香港特區政府主要官員正式

獲中央任命。期望新班子在新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帶領下，全面貫徹

落實「一國兩制」和「愛國者治港」方針，推動香港專業化和多元

發展，提升香港國際地位及競爭力，促進香港融入國家及大灣區發

展大局，為香港開闢良政善治新局面，譜寫香港美好新篇章。 
 
此次任命是在新選舉制度完善後產生，獲任命的主要官員來自不同

界別，背景多元，際此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承前啟後，更是意義

重大。本會認為，新班子成員都是擁有豐富公共行政經驗、具國際

視野及管治能力、有承擔、有說服力的資深公務員、專業人士、或

擁有豐富地區工作經驗和網絡的人士，其構成符合社會各界期望，

充分展現「愛國者治港」新氣象，亦充分體現了候任行政長官李家

超提出的多元、團結、增強香港競爭力、為市民謀福祉、及以結果

為目標的施政理念。 
 
本會期望新一屆特區政府能抓緊國家及大灣區發展機遇，積極提升

香港之專業地位及競爭優勢，委任更多專業人士進入不同之政府架

構，使專業人士可以在香港不同的專業範疇發展例如醫療、科技、

創意、認證等貢獻更大力量。本會亦期待特區政府能夠廣泛團結社

會各界，帶領香港走出「泛政治化」的局面，並有效解決各種社會

深層次問題包括房屋、教育、青年發展、疫情、通關等，使香港社

會回復和諧，安定繁榮得以持續，市民安居樂業，「一國兩制」行穩

致遠。 
 

首席會長 王國強 GBS SBS JP 
     簡松年 SBS BBS JP 
  會長 陳建強 SBS BBS JP  

   黃山 
  主席 龐朝輝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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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專業人士協會簡介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簡稱「專協」，於 2005 年成立，是一個跨界别的非政治組

織，會員都是專業人士，涵蓋會計師、建築師、大律師、律師、牙醫、醫

生、工程師、園境師、規劃師、測量師和特許秘書。凝聚了本港各專業學

會的會長、大學院長及教授，及社會不同界別的知名人士。本會目標是推

動香港專業人士的持續發展，為民生作出貢獻，維護我們核心價值及向上

動力。專協一直以關心社會公共政策、致力推動內地與香港經濟發展及專

業交流為使命。  
網址：http://www.ahkp.com.hk 
 
查詢:  
陳建強會長（電話：5500 0332；電郵：secretariat@ahkp.com.hk） 
黃山會長（電話：5500 0332；電郵：secretariat@ahkp.com.hk）  
龐朝輝主席（電話：5500 0332；電郵：secretariat@ahkp.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