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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改兩周年 軍隊爭一流 京名人故居啟動騰退申遺 衝擊立會 游梁等5人開審

當選者（36名）

候選人姓名 所得票數

陳智思 1,693

霍震寰 1,670

李引泉 1,666

王庭聰 1,663

馬逢國 1,663

盧瑞安 1,654

黃玉山 1,652

陳 勇 1,651

黃友嘉 1,650

姚祖輝 1,642

葉國謙 1,611

馬豪輝 1,600

李君豪 1,594

廖長江 1,584

譚志源 1,580

鄭耀棠 1,570

顏寶鈴 1,555

胡曉明 1,549

譚耀宗 1,548

林龍安 1,547

鄺美雲 1,546

田北辰 1,543

蔡 毅 1,543

陳振彬 1,540

林順潮 1,520

雷添良 1,519

吳秋北 1,492

吳亮星 1,477

朱葉玉如 1,473

陳亨利 1,457

陳曼琪 1,421

李應生 1,326

張俊勇 1,303

蔡素玉 1,297

洪為民 1,276

王敏剛 1,275

36新港區人代誕生
年輕化更具影響力

陳曉峰 1,186

黃均瑜 1,179

何漢權 983

龐維仁 966

關景輝 677

詹美清 664

落選者（7名）

張明敏 522

何建宗 518

林新強 283

劉夢熊 257

林亨利 256

王凱峯 155

季霆剛 112

註：按得票序排列

資料來源：選舉總監票人袁武現場宣讀結果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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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表因故出缺時遞補者（6名）

11「新血」25人連任 王晨勉做擁護憲法基本法模範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記者 鄭治祖））香香

港特別行政區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港特別行政區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昨日順利誕生昨日順利誕生。。在當選的在當選的3636名港區名港區

人代中人代中，，2525人為順利連任的現屆港區人代人為順利連任的現屆港區人代，，1111人為人為「「新血新血」，」，涵蓋了香涵蓋了香

港工商金融界港工商金融界、、專業專業、、基層基層、、政界等各個界別的精英政界等各個界別的精英，，顯示出更年輕顯示出更年輕、、專專

業業、、更具社會影響力的鮮明特點更具社會影響力的鮮明特點。。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王晨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王晨

昨日在選昨日在選舉後發表講話舉後發表講話，，寄語新一屆港區全國人代秉寄語新一屆港區全國人代秉

承愛國愛港的光榮傳統承愛國愛港的光榮傳統，，擁護並模範地遵守憲法擁護並模範地遵守憲法、、香香

港基本法港基本法，，擁護擁護「「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效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和

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認真履職盡責認真履職盡責，，不辱使命不辱使命、、不負眾不負眾

望望，，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作出積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作出積

極貢獻極貢獻。。 （（相關新聞刊相關新聞刊AA22、、AA2323、、AA2424版版））

香港特區第十三屆全國人代選舉會議第二
次全體會議於昨晨9時在香港舉行，投

票選舉新一屆港區人代。會議由選舉會議主
席團常務主席、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主持。出席者包括王晨，全國政協副主席董
建華和梁振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
飛、信春鷹及韓曉武，中聯辦主任王志民、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等。

「票王」陳智思「票后」顏寶鈴
昨日共有1,796名來自香港社會各界的選舉
會議成員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出36名香港
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總監票人袁武
即場宣佈36名參選者的得票及選舉結果。在
49名參選者中，25名現任港區人代順利連
任，11人則為新面孔。
競選連任的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獲得
1,693票成為「票王」，飛達帽業董事總經理
顏寶鈴以1,553票成為「票后」，首次參選的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前局長譚志源則以1,580票

成為新人中最高得票者（當選者得票情況見
表）。
會議並根據選舉辦法的規定，確定了6名得
票數不少於選票三分之一的未當選為代表的
候選人在代表因故出缺時的遞補順序。
選舉結束後，王晨講話指出，香港第十三
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工作嚴格依法辦事，充
分發揚民主，是一次公開、公平、公正的選
舉。
他讚揚選舉會議成員以國家主人翁的姿

態，珍視參與國家事務的民主權利，心繫國
家根本利益和香港同胞福祉，積極參與選舉
會議工作，圓滿完成各項任務，又代表全國
人大常委會和張德江委員長向新當選的全國
人大代表表示熱烈祝賀，並向選舉會議成員
表示衷心感謝。

王晨寄語履職盡責作積極貢獻
王晨表示，相信新一屆香港全國人大代

表，一定會秉承愛國愛港的光榮傳統，擁護

並模範地遵守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擁護「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效忠中華
人民共和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認真履職盡
責，不辱使命、不負眾望，為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作出積極貢獻。
他並引述習近平總書記今年來港會見香港

社會各界代表人士時，提出「四個帶頭」的
希望，勉勵香港全國人大代表應身體力行這
「四個帶頭」，做支持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的表率，做搞好
團結、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表率，做關心青
年的表率，做推動香港同內地交流合作、促
進兩地共同發展的表率。
會議決定發佈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三

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結果的公告。主席團根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第
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辦法》的規
定，將選舉結果報送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
格審查委員會進行代表資格審查。會後，主
席團發佈第三號公告。

A2
11新丁當選 矢言當好橋樑

A23
實至名歸 促港融入國家大局

A24
新屆港區人代名單及簡歷

港區人代選舉港區人代選舉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會議昨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會議昨日
舉行舉行，，3636人當選新一屆港區人代人當選新一屆港區人代。。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王晨出席會議並講話。 中通社

■■王晨王晨（（左三左三）、）、董建華董建華（（右二右二）、）、梁振英梁振英（（左二左二）、）、林鄭林鄭
月娥月娥（（右一右一）、）、范徐麗泰范徐麗泰（（左一左一））在主席台就座在主席台就座。。 中通社中通社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出席會議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出席會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港區人代選舉版導讀港區人代選舉版導讀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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