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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及執行總監會成員

由左至右：
吳亮星
石禮謙
施文信
黃志光 
（運輸署署長）
鄭汝樺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陳家強教授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董事局成員
錢果豐博士，現年57歲，2003年7月獲委任為非執行主

席。他於1998年開始出任董事局成員。錢博士現任CDC 

Corporation及其附屬公司China.com Inc.之主席。他亦為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獨立非執行董事及HSBC Private 

Equity （Asia） Limited非執行主席，並為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有限公司、Inchcape plc、利亞零售有限公司、九龍倉集團

有限公司及Swiss Reinsurance Company的董事局成員。 

錢博士為香港／歐盟經濟合作委員會主席，亞太經合組織商

業諮詢委員會的香港區成員，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

津市常務委員會委員。此外，錢博士亦為香港工業總會名

譽會長及前主席。1992年至1997年間，錢博士被委任為當

時港英政府之行政局議員，於1997年7月1日至2002年6

月期間獲委任為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成員，以及於1998年1

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期間擔任廉政公署貪污問題諮詢

委員會主席。錢博士於1993年被委任為太平紳士，1994年

獲頒CBE勳銜，1999年獲頒金紫荊星章，並於2008年獲法

國農業部頒發騎士勳章。錢博士於1978年取得賓夕凡尼亞

大學之經濟學博士學位，並於2006年出任為該大學之校董

會成員。

周松崗，現年58歲，2003年12月1日獲委任為行政總裁。

他曾任布萊堡工業集團行政總裁，該集團為一環球支援服

務公司。在1997年至2001年，周先生在總部位於英國的

一間主要工程公司GKN PLC任總裁。周先生為特許工程

師，分別在美國威斯康辛州大學與加州大學取得化學工程

學士及碩士學位。他亦持有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

位，並修畢美國哈佛商學院高等管理進修課程。他獲巴斯

大學授予工程學榮譽博士學位。2000年，周先生以其在工

業界的傑出貢獻，在英國獲頒爵士勳銜。周先生是渣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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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
錢果豐博士 
（主席）
周松崗 
（行政總裁）
張佑啟教授
方敏生
何承天

銀行（香港）有限公司非執行主席及Anglo American plc獨

立非執行董事。他為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成員及香港總商

會理事會成員。在公職方面，周先生為香港公益金董事會

成員，香港旅遊發展局成員，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策略發

展委員會委員，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委員，

以及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及政治委任制度官員薪津

獨立委員會成員。此外，周先生亦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

議深圳市常務委員會委員。

張佑啟教授，現年74歲，獨立非執行董事，1999年起出

任董事局成員。張教授現任香港大學校長特別顧問兼工程

學系名譽教授。他曾任香港大學工程學系教授及代首席副

校長至2000年6月30日。張教授始於University College of 

Swansea, Wales開展其學術研究。1970年，在加拿大卡加

立（Calgary）獲委任為土木工程教授，1974年，在亞德雷德

大學任教授及土木工程系主任。1977年，他擔任香港大學

土木工程系主席及主任。除學術職務外，張教授曾任香港

工程師學會前第一高級副會長及其評核委員會前主席。 

他曾在多間教育機構獲頒榮譽學位，包括香港大學榮譽科

學博士，以及英國威爾斯大學榮譽法學博士。他亦被選為

中國科學院院士，現為皇家工程學院院士、加拿大皇家學

院院士及香港工程科學院前任院長。

方敏生，現年50歲，獨立非執行董事，2004年起出任董事

局成員。方女士自2001年起擔任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

裁。加入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前，於1989年至2001年任職

於香港紅十字會，並於1993年至2001年為秘書長。方女

士為專業受訓社會工作者，並在社區服務方面擁有豐富經

驗。她出任人力發展委員會、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及數碼21

資訊科技策略諮詢委員會等各政府顧問委員會公職。她亦

是策略發展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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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及執行總監會成員

何承天，現年70歲，獨立非執行董事，1991年起出任董事

局成員。現職專業建築師，為王董建築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集團主席。自1991年至2000年，何先生膺選香港立法會

議員，為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功能界別的代表。 

1983年及1984年，任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1992年至

2001年任香港工業村公司主席。他亦曾任香港房屋委員 

會委員、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香港管弦協會主席、以及

城市規劃委員會委員及醫院管理局成員。

吳亮星，現年59歲，在2007年12月18日加入董事局為獨

立非執行董事。吳先生為集友銀行副董事長、中銀（香港）

有限公司營運部總經理及數碼通電訊集團有限公司獨立非

執行董事。他是中銀香港慈善基金董事局成員及嶺南大學

諮議會成員。吳先生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10及11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港區代表。吳先生畢業於澳門東亞大學研究

院，擁有中國法律文憑。

石禮謙，現年63歲，在2007年12月18日加入董事局出

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石先生為勤達集團國際有限公司、百

利保控股有限公司、利福國際集團有限公司、莊士機構國

際有限公司、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富豪資產管理有限公

司、泰山石化集團有限公司、鷹君資產管理（冠君）有限公

司、德祥企業集團有限公司、碧桂園控股有限公司及澳門

由左至右：梁陳智明、杜禮、陳富強、梁國權、周松崗、何恆光、楊美珍、柏立恒、麥國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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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彩控股有限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計委員會委員。

他亦分別是合興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和新昌營造集團有限公

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同時，他是莊士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之董事會主席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石先生於1995年獲委任

為太平紳士，並於2007年獲頒授銀紫荊星章。他是香港

科技大學及香港大學校董會成員。他亦於2009年1月1日

起，出任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副主席。石先生畢業於

悉尼大學，擁有文學士學位及教育文憑。

施文信，現年64歲，獨立非執行董事，2002年10月起出

任董事局成員。他現任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非執行

董事、英國電訊之亞太諮詢委員會（Asia Pacific Advisory 

Board）成員及公務員敍用委員會成員。於2008年3月10

日起他出任香港賽馬會副主席。在此之前，施文信先生於

1981年至1999年為香港安永會計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他

於1991年至1997年出任香港會計師公會委員會成員，並

於1996年成為該會會長。施文信先生為特許會計師，並持

有格拉斯高大學及香港大學法律學位。他於1998年獲頒銀

紫荊星章。他亦為太平紳士。

運輸署署長（黃志光，現年53歲，2005年6月18日獲委任

為香港特區政府運輸署署長，根據《香港鐵路條例》第8條

獲委任為「增補董事」加入董事局為非執行董事。在此 

之前，黃先生曾在香港特區政府多個決策局及部門服務，

包括前民政事務科、前銓敘科、前市政總署、前政務總

署、前衛生福利科、前文康廣播科、前大學及理工教育資

助委員會秘書處、前工商科、保險業監理處（1996年8月

至2000年1月）、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2000年1月至

2001年6月）、前資訊科技署（2001年7月至2004年7月）及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2004年7月至2005年1月）。作

為運輸署署長，黃先生亦任若干運輸相關公司董事，包括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龍運巴士有限公司、新世

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新大嶼山巴士（一九七三）有限

公司、城巴有限公司、天星小輪有限公司、新香港隧道有

限公司、香港西區隧道有限公司、大老山隧道有限公司，

及三號幹線（郊野公園段）有限公司。）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女士，現年48歲，2007年7月 

1日出任香港特區政府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後，根據《香港鐵

路條例》第8條獲委任為「增補董事」加入董事局為非執行

董事。鄭女士自1983年起曾在多個香港特區政府的決策局

及部門服務。在加入運輸及房屋局前，鄭女士曾任經濟發

展局常任秘書長。她畢業於香港大學，並持有社會科學學

士學位。）

陳家強教授，現年52歲。2007年7月1日出任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後，在2007年7月10日加

入董事局為非執行董事。陳教授畢業於美國Wesleyan大

學，獲授經濟學學士學位，其後在芝加哥大學獲授工商管

理碩士和財務學哲學博士學位。陳教授現時以官方身份於

數個公共機構，包括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及香港按揭

證券有限公司出任董事，並為九廣鐵路公司主席。在加入

政府前，陳教授由2002年7月1日起，是香港科技大學工

商管理學院院長，並曾於2005年6月1日至2007年6月 

30日擔任瑞安建業有限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執行總監會成員
周松崗，履歷詳見第108及109頁。

柏立恒，現年62歲，1992年獲委任為公司工程總監，負責

策劃和執行所有主要鐵路支綫及改良工程項目，包括機場

鐵路項目及將軍澳支綫項目。目前在興建中的項目有九龍

南綫，在策劃及設計中的項目包括西港島綫、南港島綫、

廣深港高速鐵路、沙田至中環綫及觀塘綫延綫。他亦為公

司在中國的鐵路項目提供項目管理技術。柏立恒先生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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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及執行總監會成員

於1976年至1984年任職於本公司，1992年重新加入公司

前，曾出任倫敦地鐵銀禧支綫項目工程總監，亦曾參與新

加坡地鐵及東區海底隧道的建造工程。於1998年至2002

年及1993年至1999年，柏立恒先生分別出任職業訓練局

及建造業諮詢委員會成員，自2001年至2007年1月期間出

任臨時建造業統籌委員會成員，並自2007年2月起為建造

業議會成員。柏立恒先生持有紐西蘭坎特布里大學土木工

程榮譽學位，2006年榮獲英國皇家工程學院頒授國際院士

殊榮。他亦是香港工程科學院院士、香港工程師學會及紐

西蘭專業工程師學會會員。他於1986年在新加坡獲頒公共

服務獎章（PBM），並於1999年榮獲銅紫荊星章。

陳富強，現年60歲，1998年8月開始出任人力資源總監。

陳先生於1989年加入公司為人力資源經理，負責人力資

源管理、人才發展、組織發展、營運與管理培訓、行政與

保安管理等事務。加入公司前，陳先生歷任香港商界和公

用服務界的高級管理職位，包括香港政府、香港生產力促

進局、和記黃埔有限公司和香港電訊有限公司。陳先生自

1985年起成為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資深會員，現時亦為

該學會副會長。他出任香港僱主聯合會委員會委員，紀律

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委員，退休金上訴委員會

委員，並為數家大學的職業發展與顧問委員會成員。 

陳先生於1971年取得香港大學之社會科學學士學位，主修

經濟學。

何恆光，現年58歲，1991年加入公司為物業總監，負責 

發展及管理港鐵車站與車廠上蓋和毗鄰的所有物業項目。

他領導一個由不同專業界別組成的經理團隊，負責大型物

業發展的規劃、設計、建造與管理工作。1971年至1990年

間，何先生任職香港政府，專責地政工作，其後出任地政

總署署長級職位，負責制訂政策與程序，向機場及機場鐵

路工程提供土地。何先生於1974年取得香港特許測量師資

格。他為香港公益金籌劃委員會成員兼商業及僱員募捐計

劃聯席主席。

梁國權，現年48歲，2008年5月起出任財務及業務拓展

總監。梁先生於2002年2月加入公司為財務總監，負責公

司所有財務管理事項，包括財務策劃與控制、預算、會計

與申報及庫務等。此外，他亦負責公司的資訊科技工作，

並出任八達通控股有限公司和公司退休金計劃信託委員會

主席。於2008年5月1日他的職銜更改為財務及業務拓展

總監，以配合其兼管在中國大陸及海外業務拓展的職務。

梁先生於1982年在劍橋大學畢業，其後分別於1985年及

1986年成為英國及加拿大的特許會計師。加入公司為財務

總監前曾任職會計及投資銀行界。梁先生曾在倫敦及加拿

大溫哥華擔任會計師，並在香港擔任投資銀行家多年。 

梁先生為香港保護兒童會執行委員會主席、香港房屋協會

監事會成員及家庭議會非官方成員。此外，他擔任漢基國

際學校董事會成員及醫院管理局退休金計劃之信託人。 

梁先生亦為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及太平地氈國際有限公

司非執行董事。

龍家駒，現年50歲，於2005年9月至2008年12月31日出

任中國及國際業務總監。自2009年1月1日起，他不再擔

任本公司總監。在任期間，龍博士負責公司的業務發展工

作，包括中國投資、歐洲專營權及國際顧問服務。龍博士 

從1997年起在Royal Dutch Shell的數家聯屬公司歷任若

干職務，加入公司前為Shell Eastern Petroleum （Pte）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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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理 — 中國，負責Shell在中國天然氣及發電業務的策

略發展、管治及經營表現。1994年至1997年間，任職於

Duke Energy International之聯屬公司Duke Energy Asia 

Limited，1996年成為副總裁。在此之前，龍博士分別在英

國一家主要的電力生產、分銷及零售公司PowerGen plc，

及在英國電業私營化前於中央發電局（Central Electricity 

Generating Board）工作了大約五年及三年。龍博士持有香

港大學機械工程學理學士學位、英國利茲大學燃燒學博士

學位、英國南安普敦大學管理學理學碩士學位及倫敦大學

法律學士學位。龍博士於1992年在英國取得大律師資格。

麥國琛，現年63歲，2005年12月開始出任車務總監。麥

國琛先生在防務、電力、水務及鐵路行業的營運及工程項

目方面有40多年工作經驗，於1987年加入公司，出任車務

工程經理，其後歷任若干其他重要職位，包括車務工程設

計經理、工程經理（車務）及總經理（車務）。他於2004年 

3月獲委任為副車務總監，於2005年10月獲委任為署理

車務總監。麥國琛先生持有美國Kensington University機

械工程學學位，並為英國機械工程師學會（Institu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s）及Chartered Institute of Personnel 

and Development （U.K.）特許會員。麥國琛先生於2007年

榮獲澳洲的Asset Management Council頒發著名的「麥士

維領袖獎」（Steve Maxwell Leadership Award）。麥先生是

香港理工大學的兼任教授。

杜禮，現年59歲，具英格蘭及威爾斯與香港執業律師 

資格。1981年加入公司，1988年起出任法律總監兼董事局

秘書。杜禮先生負責公司的法律及公司秘書事務、保險、

採購、企業風險管理及企業責任職能。其專責範圍包括公

司管治事務以及建造合約、合約管理和調解糾紛。加入公

司前，杜禮先生曾在英格蘭工作，專責商業物業發展及大

型項目融資工作。

執行委員會成員
執行委員會由執行總監會全體成員（個人履歷載於第111至

113頁）、總經理 — 公司事務及總經理 — 市務及車站商務

組成。

梁陳智明，現年56歲，於1976年加入本公司服務，並於

1994年獲委任為公司事務部主管。梁女士現任總經理 — 

公司事務，負責制訂企業關係策略及帶領相關政策的推

行，以突顯、維繫及提升公司的公眾形象。其職責包括

企業傳訊、社區及客戶聯繫、與業務相關人士關係管理及

政治游說。梁女士於1985年成為英國特許運輸學會（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Transport）特許會員（後易名為英國特

許物流及運輸學會（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Logistics and 

Transport））。她是英國公共關係學會（Institute of Public 

Relations）會員和香港特許物流及運輸學會院士。她亦是香

港公益金公共關係委員會成員。梁女士由2009年3月起獲

委任為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員。

楊美珍，現年44歲，於1999年11月加入本公司擔任市務

經理。楊女士現任總經理 － 市務及車站商務，負責本公

司鐵路服務的市場推廣包括票價管理及促進鐵路服務的使

用，車站內廣告及商舖租賃業務，並管理及提升港鐵的

品牌。楊女士取得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士學位，主修管理

學。她為英國特許市務學會的資深會員。加入本公司前，

她曾於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及香港花旗銀行擔任不同

市務及業務發展職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