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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17 2019 
 

MEMORANDUM TO ALL MEMBERS OF :  

EXECUTIVE COUNCIL 

LEGISLATIVE COUNCIL 

DISTRICT COUNCILS 

 

FROM : HONG KONG CIVIC ASSOCIATION 

 

In additional to the apology made at her press conference last 

Saturday, chief executive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sought to 

be more contrite in a written apology issued Sunday night after the 

massive turnout of what the organizers said were about two million 

protesters, during which they called for her resignation. 

 

Also on Sunday, a government source told the media “that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making it clear there was no timetable to relaunch 

the suspended bill, the legislation would die a ‘natural death’ when 

Legco’s current term ends in July next year.” (Post June 17). 

 

Our association has firmly supported Carrie Lam as our city’s chief 

executive since her appointment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2017, primarily because we believed she would be doing her 

utmost to fulfil her Election Manifesto promises on livelihood 

issues, such as housing, education, healthcare, more care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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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erly and the young, as well as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develop Hong Kong’s economic growth 

and as the country’s premier global financial center. 

 

During the 79-days Occupy Central civil disobedience movement, 

protesters had called for Carrie Lam to resign, which did not 

happen. Now five years later, this is again taking place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in the media pledged its resolute 

support for Chief Executive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Our association urges the community-at-large to support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decision in this regard.   

 

 

 

Sincerely, 

 

 

              Hilton Cheong-Leen     Frederick Lynn 

              Life President          Chairman 

 

 

2018 ─ 2019 年度 

永遠會長             張有興 CBE, JP 

永遠名譽會長         陳  強 院士 

   葉慶寧 先生 

名 譽 會 長          陳世愷 會計師 

                     何鐵城 博士 

                     關  蕙 女士 

義務法律顧問         何君堯 律師 JP 

義務核數師           吳焯仁 會計師 

顧問                 何海明 教授 

                     謝偉俊 律師 JP                

主席                 林國華 先生 MH       

副主席               何淑雲 女士 MH 

副主席               蘇仲平 院士 MH  

副主席               梁  華 會計師        

副主席               胡志城 教授 

秘書長               鄺家賢 律師  

副秘書長             吳萬權 工程師 

副秘書長             繆雪麗 女士 

紀律監察委員會主席   麥  波 先生 

區務聯合委員會主席   陳家聰 先生 

會籍委員會主席       蔡啟基 先生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席   李流錫 先生 

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   溫嘉路 女士 

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   林志陞 先生 

教育委員會主席       高家裕 教授   

醫療委員會主席       胡志城 教授 

中小企業委員會主席   朱革寧 先生   

內地事務委員會主席   茹永臻 博士 

常務委員             李汝大 先生 MH                               

                     黃德倫 博士 

                     鄭君旋 先生 

                     施政樂 先生 

                     黎蓮清 女士 

                     陳輝行 先生 

                     彭建文 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