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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今接受任命 習主席會見

民記新班子 致力挺施政
李慧琼：提可行政策建議 助政府提升管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民建

聯於昨日舉行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首次

會議，並選出新一屆領導層。李慧琼連

任黨主席，張國鈞、彭長緯、陳勇、陳

克勤及周浩鼎連任副主席，陳學鋒亦續

任秘書長，莊惠明接替黃建源出任司

庫。常委會同意繼續委任油尖旺區議會

主席葉傲冬為副秘書長，另新增3名副

秘書長洪錦鉉、鄭泳舜及黎榮浩，以協

助分擔繁重的會務工作。李慧琼表示，

民建聯將致力與現屆及新一屆特區政府

加強合作，繼續以「是其是，非其非」

的原則，積極監察特區政府施政，並提

出可行政策建議，協助特區政府不斷提

升管治水平，推動民生經濟等方面的工

作，造福市民。

主席 李慧琼
副主席 張國鈞、彭長緯、陳 勇、

陳克勤、周浩鼎
秘書長 陳學鋒
司庫 莊惠明
副秘書長 葉傲冬、洪錦鉉、鄭泳舜、黎榮浩

第十四屆常務委員會（21人）
王舜義、呂 堅、李慧琼、周浩鼎、洪錦鉉、
張國鈞、莊惠明、陳克勤、陳 勇、陳恒鑌、
陳學鋒、彭長緯、黃建源、黃國恩、葉傲冬、
葛珮帆、劉國勳、鄭泳舜、黎榮浩、簡志豪、
顏汶羽

第十四屆中央委員名單（52人）
丁江浩、王舜義、古揚邦、朱立威、朱麗玲、
何俊賢、呂 堅、李世榮、李家良、李慧琼、
李錦文、周浩鼎、招文亮、姚 銘、柯創盛、
洪連杉、洪錦鉉、胡健民、袁靖罡、張思穎、
張恒輝、張國鈞、張琪騰、莊惠明、許華傑、
陳克勤、陳 勇、陳恒鑌、陳偉明、陳國華、
陳博智、陳學鋒、陸 地、彭長緯、黃冰芬、

黃建源、黃國恩、楊鎮華、葉傲冬、葛珮帆、
董健莉、劉國勳、潘進源、蔡素玉、鄭泳舜、
黎榮浩、鍾嘉敏、簡志豪、顏汶羽、譚榮勳、
關浩洋、蘇愛群
（註︰紅色為新中委）

第七屆監察委員會名單(43人)
主席 盧文端
副主席 楊 釗、劉宇新、吳仕福、鄧兆棠、

方 和、黃士心、王敏賢、鍾瑞明、
莊紹綏、歐陽士國、陳維端、盧溫勝、
馮培漳、梁偉浩、張閭蘅、張明敏、
黃蘭茜

委員 尹才榜、何景安、吳兆華、岑永生、
李均頤、李瑞成、凌文海、徐紅英、
區艷龍、曹宏威、陳少琼、陳金烈、
陳金霖、陳國旗、陳葆心、陳榮燦、
曾正麟、馮 力、黃江天、楊位醒、
廖新南、劉佩瓊、蔡德河、鄭詠基、
鍾沛林

（註︰紅色為新監委）

中委性別年齡統計
2017年 2015年
第十四屆 第十三屆

男 43人 45人
女 9人 7人
平均年齡 45歲 46歲

資料來源︰民建聯 整理︰甘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
北京報道）候任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日繼續在北京的行程，獲
主管港澳事務的全國人大常委會
委員長張德江會見，及與國務院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等人進行工作
會晤，討論新一屆特區政府的籌
備工作。她今日會先接受由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頒發任命她為香港
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
《國務院令》，之後會獲國家主
席習近平會見。

與王光亞交流組班意見
林鄭月娥昨日上午前往國務院

港澳辦，王光亞在門外迎接並與

她握手，之後雙方進行工作會
晤，就籌備下一屆特區政府的工
作交換意見。國務院港澳辦其他
4名領導李秋芳、宋哲、馮巍及
黃柳權都有出席工作會晤。約兩
個小時後，林鄭離開港澳辦，王
光亞歡送她到門口。
林鄭昨日下午到人民大會堂，與

張德江會見。林鄭的先生林兆波亦
陪同前往。王光亞及中聯辦主任張
曉明也於較早時間抵達人民大會
堂，相信亦是參加會見。林鄭一行
於大會堂逗留約3小時後，於晚上
8時離開。
林鄭今日上午將前往中南

海，接受由李克強頒發任命她

為香港特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
《國務院令》，下午則在中南
海獲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傍
晚會轉到特區政府駐京辦會見
傳媒及與在京港人見面。她將
於明日下午返港。

張德江曾提港發展三意見
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張德江參

加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審議並發表
講話，就香港下一步的發展提出三
點意見：一是要支持符合中央要求
的行政長官參選人順利當選，希望
特首選舉平穩順利進行；二是要支
持特區政府順利交接；三是要增進
社會團結和諧。

張德江當時還指，特首選舉是
香港大事，也是國家大事，由什
麼人當選特首，事關香港管治、
中央對香港的主權管治及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中央對特首選舉歷
來高度重視。
他又指，特區政府換屆的交接

是否平穩有序、銜接得當，直接
影響香港大局穩定和未來發展，
希望港區人代從香港大局出發，
以港人福祉為重，配合特區政府
工作，一方面要繼續全力支持現
屆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圓滿完成
餘下任期工作，另一方面全力支
持新任特首和特區政府，配合落
實競選政綱，實現良好開局。

■林鄭昨日
與王光亞進
行 工 作 會
晤。

朱朗文攝

民建聯中委會昨晚選出21名常務委員，再由
常務委員互選出新一屆領導班子，新一屆

監委會亦於昨晚舉行首次會議。（名單見表）
李慧琼於會後率領民建聯新一屆領導層會見傳
媒時表示，新特首即將就任，民建聯將致力與現
屆和新一屆特區政府加強合作，繼續以「是其
是，非其非」的原則，積極監察政府施政，並提
出可行政策建議。

與各界溝通 營造和諧氛圍
她強調，民建聯將繼續與建制派緊密合作，並
加強與反對派溝通，確保立法會有效運作，加快
落實有利市民的政策措施，「民建聯期望與各界
共同努力，營造和諧氛圍，促進社會團結，為香
港未來開創新的局面。」
她續說，今年是民建聯成立25周年，民建聯

將以「擇善有為」作自我要求， 努力實踐「傳
承愛國愛港」、「堅守一國兩制」、「實現優質
民主」及「共享發展成果」四大理念，推動民建
聯繼續發展壯大，為香港和祖國作出更大的貢
獻。

兩新常委 增3副秘書長
民建聯新一屆常委會21人名單並無大變化，
只有王舜義及新司庫莊惠明為新常委，另新增3
名副秘書長，分別為觀塘區議會副主席洪錦鉉、
深水埗區議員鄭泳舜及黃大仙區議會副主席黎榮
浩。
被問到新增3名副秘書長是否「分餅仔」或讓

第二梯隊上位時，李慧琼指，民建聯已踏入25
周年，會員人數去年已突破3.3萬，未來將面對
非常繁重的工作，今屆新增3位副秘書長，是希
望他們可分擔對外聯絡及會務工作，令工作做得
更好，「希望政黨發展一路穩步向前，要行得更
前、走得更多。」

派人補選 有效服務市民
對於會否派人出戰未來的立法會新界東及九龍
西補選，甚或是否已定出人選，李慧琼指，民建
聯自創黨以來，每次選舉均積極派人參選，「因
為只有選舉才可更有效服務市民，及檢視地區工
作是否到位，我們會繼續與建制派溝通，努力爭
取出選九龍西。」
她又指，其他不同區也準備好人才參與不同工

作，包括參與不同選舉等。
民建聯曾於上月為葉傲冬及鄭泳舜做九龍西補
選的內部遴選，結果至今仍未有向外公佈。李慧
琼昨日表示，現時未有協調好的結果，適當時候
會向外界公佈。

民 建
聯 作 為
香 港 最

大跨界別政黨，一直在支
持特區政府施政、培養人
才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民
建聯主席李慧琼昨晚表
示，民建聯人才庫運作良
好，隨時能為林鄭月娥領
導的新一屆特區政府提供
有能力、有擔當的問責官
員人選。
李慧琼說，民建聯樂於

向政府輸送人才，支持政
府施政。民建聯一向重視

人才培訓，現在由黨內元
老、全國政協委員、前任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負責黨
內人才庫培養，一直運作
良好。現在黨內有各類人
才名單，已準備好，可向
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推
薦各類人選。
李慧琼又說，民建聯一

直有系統培養施政人才，
富擔當精神和實際才幹，
能夠勝任各項挑戰，希望
能幫助林太組成有能力、
有擔當的新問責團隊。

■記者 殷翔

願開人才庫任林太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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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新一屆領導班子基本延續
舊貌，值得留意的是新增三名年輕
的副秘書長洪錦鉉、鄭泳舜及黎榮
浩以加強會務。雖然三名新任副秘
書長具體分工仍有待中常委開會進
一步確定，他們對自己未來的工作
方向已作好準備，充滿雄心壯志。

洪錦鉉：擔更多責任
洪錦鉉表示，當選副秘書長當然很開

心，說明自己以往的工作獲得黨的認
可，讓自己有機會在民建聯未來發展中
有更多的參與，承擔更多責任。
他指，自己以往主力家庭事務工作，

現任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主席，相信
將來在民建聯仍會主要分管這方面的工
作，以民建聯為平台推動社會和諧，家
庭幸福。

黎榮浩：加強實務工作
黎榮浩表示，多謝民建聯給予機會嘗

試新的職責，相信增加三名新任副秘書
長，是民建聯希望能夠加強實務工作，
正如主席李慧琼所說，未來5年民建聯希
望能為香港多做點事，「而我也會在新
職位上為這個目標竭盡全力。」
黎榮浩又說，個人在地區工作上有較

深資歷，對區議員的工作很熟悉，民建

聯黨內很多區議員，也一直注重地區事
務。他表示，現在反對派經常借社會議
題「開火」，地區事務的影響愈來愈重
要，需要及時協調各區區議員，上下溝
通、調整隊形，以應付挑戰，「我希望
未來能充當這方面的重要職責，發揮我
熟悉內務工作的特長，努力為民建聯的
發展盡自己一分力。」
洪錦鉉是觀塘寶達選區區議員，他於

2003年首次參加區議會選舉，惟以96票
之差落敗，2007年重新參選，以觀塘區
「票王」身份勝出；至2015年，洪錦鉉
獲3,993票勝出，不僅是民建聯中的票
王，同時亦是全港得票第三高的男當選

人。他亦是民建聯觀塘支部副主席、家
庭事務委員會主席、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常務會董、九龍社團聯會秘書長。
黎榮浩是黃大仙橫頭磡選區區議員，

同時是黃大仙區議會副主席。他於1999
年首次參加區議會選舉，連任至今，現
時是民建聯黃大仙支部副主席。

鄭泳舜為少族委會主席
鄭泳舜是深水埗南昌北選區區議員，

2007年參加區議會選舉，連任至今。他
亦是民建聯深水埗支部副主席、少數族
裔委員會主席。

■記者 殷翔

三新丁任副秘 齊心做實事
當
－
選
－
感
－
言

中委會常委會監委會新一屆委員名單

資料來源︰民建聯 整理︰文森

■■民建聯昨日選出新領導層民建聯昨日選出新領導層，，中委會會議後中委會會議後，，
新領導層與傳媒見面新領導層與傳媒見面。。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