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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政協 賢才匯聚
逾200人涵蓋政商專業界 陳馮富珍首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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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全國政協
香港委員名單

特邀香港人士
（124人，按簡體字姓氏筆劃排序）

王力平、王冬勝、王亞南、王國強、王明凡、

王明洋、王䓪鳴、王貴國、王惠貞、區永熙、

方文雄、孔令成、鄧日燊、鄧竟成、鄧清河、

龍子明、盧業樑、盧偉國、葉建明、鄺保羅、

馮華健、呂耀東、朱銘泉、朱鼎健、劉與量、

劉長樂、劉業強、劉炳章、江達可、許漢忠、

許榮茂、孫少文、紀海鵬、蘇長榮、李 山、

李小加、李子良、李月華、李文俊、李民斌、

李偉斌、李賢義、李澤鉅、李家傑、李家祥、

李惠森、李慧琼、楊 勳、楊志紅、楊國強、

楊建文、楊紹信、楊莉珊、吳良好、吳換炎、

邱達昌、何柱國、佘德聰、余國春、沈 沖、

張華峰、張國榮、張學修、陳馮富珍、陳仲尼、

陳紅天、陳清霞、陳新滋、林建岳、林健鋒、

易志明、周永健、周安達源、周厚立、孟麗紅、

胡漢清、胡經昌、胡劍江、鍾瑞明、施榮懷、

施清流、施維雄、姜在忠、高敬德、郭炳聯、

唐偉章、唐英年、容永祺、黃 國、黃少康、

黃蘭發、黃華康、黃若虹、黃英豪、黃敏利、

黃楚標、黃錦輝、黃毅輝、曹其東、龔永德、

龔俊龍、梁志祥、梁君彥、梁亮勝、梁振英、

梁高美懿、屠海鳴、彭長緯、董吳玲玲、董建華、

釋寬運、曾偉雄、曾智明、謝偉銓、簡松年、

詹洪良、蔡加讚、蔡冠深、譚鐵牛、譚錦球、

黎棟國、潘蘇通、戴希立、魏明德

部分循不同界別出任政協委員的
香港知名人士
中華全國總工會
林淑儀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
葉順興、蔡黃玲玲

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
霍啟剛、吳傑莊、樓家強

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
莊紹綏、黃楚基

文化藝術界
成龍、李國興

經濟界
黃志祥、郭孔丞、傅育寧、高迎欣

教育界
張仁良、陳卓禧

體育界
林大輝、胡文新

新聞出版界
張志剛、石漢基、馮丹藜

醫藥衛生界
高永文、胡定旭、李國棟、謝俊明

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界
盧紹傑、梁滿林

特別邀請人士
楊 健、楊建平、陳 冬、林 武、殷曉靜

資料來源：新華社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名單昨日揭

盅，來自香港的委員超過200人，

涵蓋政、商、專業各界別，新血有

多名前特區政府高官，包括前世界

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前食物

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前保安局局

長黎棟國及前警務處處長曾偉雄。

新上榜者也包括民建聯主席李慧

琼、經民聯主席盧偉國、港交所行

政總裁李小加、新地主席郭炳聯、

合和董事總經理胡文新等政商界巨

頭，而香港廣西社團總會會長蔡加

讚成為最年輕的香港委員，年僅

32歲。兩名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董建華和梁振英留任。中央統戰部

部長尤權表示，新一屆全國政協委

員名單具廣泛代表性，包括愛國愛

港愛澳、擁護「一國兩制」的港澳

各界知名人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多名
社團領袖晉身新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他
們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調會
與其他全國政協委員同伴一道，為國
家、為香港做實事，作出應有貢獻。

梁亮勝：新人事新作為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梁亮勝表
示，現時國家發展進入了新時代，新
一屆全國政協加入不少新人，「新人
事、新作為，相信大家定能各展所
長，為國家和香港多作貢獻。」

吳良好：廣納各界良才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良好
指，新一屆全國政協廣納香港各界良
才，相信大家定能積極參政議政，為

國家實現更美好未來貢獻智慧和力
量。

譚錦球：推動交流合作
香港義工聯盟主席譚錦球認為，

新一屆全國政協香港委員都是做實事
的人，相信大家定會更好發揮作用，
而他會好好利用全國政協平台，繼續
推動國家與香港之間的經濟交流合
作。

蔡加讚：牢記責任使命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會長蔡加讚以32

歲之齡當上全國政協委員，他對此感
到榮幸，認為這既是一份榮譽，也可
讓他牢記責任及使命，繼續為國家、
為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應有貢獻。

為國為港 齊做實事

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
第二十四次會議前日在北京閉幕，

會議協商決定了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
會參加單位、委員名額和委員人選名
單。
新華社昨日凌晨發佈共2,158人的名
單，當中特邀香港人士有 124人（見
表），另有多名香港知名人士循工
會、青年、文化、經濟、教育、體
育、新聞出版及醫藥衛生等界別出任
政協委員，總計有超過 200名委員來
自香港。

黎棟國曾偉雄高永文上榜
前特區政府官員方面，陳馮富珍、黎
棟國及曾偉雄循特邀香港人士界別成
為委員，高永文就循醫藥衛生界上
榜。兩名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
首董建華和梁振英，現任全國政協常

委、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以及前警
務處處長鄧竟成都獲留任。前中央政
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及前廉政專員湯
顯明退下火線。

李慧琼黃國梁志祥易志明接棒
多個政團實現新舊交替，其中民建聯

會務顧問譚耀宗轉戰全國人代，由主席
李慧琼接棒；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退
下火線，副會長兼秘書長黃國上榜，會
長林淑儀循中華全國總工會界別留任；
新社聯會長梁志祥接替榮譽會長張學
明；自由黨立法會議員易志明從榮譽主
席周梁淑怡手上接過委員一職。
經民聯除有榮譽主席兼立法會主席梁

君彥，以及副主席林健鋒、張華峰和身
兼鄉議局主席的劉業強留任外，更有主
席盧偉國上榜。此外，前建築、測量、
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立法會議員謝偉銓也

榜上有名。

李小加郭炳聯胡文新孔令成獲任
商界方面有李小加、郭炳聯、胡文

新，以及海洋公園主席孔令成晉身全國
政協委員，長和副主席李澤鉅、恒地副
主席李家傑、信置主席黃志祥、嘉里董
事長郭孔丞、嘉華執行董事呂耀東、旅
發局主席林建岳，以及世茂集團董事長
許榮茂連任。多名香港國企高層也有上
榜，包括華潤集團董事長傅育寧及中銀
香港副董事長兼總裁高迎欣。
社團領袖如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梁亮勝、香港福
建社團聯會主席吳良好，以及香港義工
聯盟主席譚錦球皆榜上有名。
多名大專校長也在名單之上，教大校

長張仁良及港專校長陳卓禧循教育界新
上榜，理大校長唐偉章及前浸大校長陳

新滋留任。名單也不乏香港青年界人
士，包括香港青年聯會兩名前主席霍啟
剛、吳傑莊及現任副主席樓家強。宗教
領袖就有香港聖公會大主教鄺保羅及香
港佛教聯合會執行副會長釋寬運。
著名演員成龍循文化藝術界連任，熱

愛體育的前立法會議員林大輝改循體育
界獲委任，前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則循
新聞出版界晉身全國政協。
此外，多名中聯辦副主任都獲委任，包

括黃蘭發、楊健、楊建平、陳冬及譚鐵
牛，原副主任林武及殷曉靜也有上榜。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部

長尤權日前在全國政協常委會會議上，
就新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名單作出說明，
當中提到人選具廣泛代表性，基本涵蓋
各領域各方面需要參加全國政協的人
士，包括愛國愛港愛澳、擁護「一國兩
制」方針的香港、澳門各界知名人士。

滿
肚
大
計

力
爭
惠
港
措
施

貢獻專業知識
加強兩地融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多
名重量級政界人士成為全國政協新
丁，但他們早有準備，昨日都強調會
從不同方面為國家服務，並為港人爭
取利益，包括在內地生活、工作、就
業的便利措施，以及專業界別參與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

李慧琼：助港人享國民待遇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獲委任為
全國政協委員是其榮幸，感到非常開
心，而自己作為透過直選產生的立法
會議員，希望透過全國政協這平台，
扮演好特區與中央之間的溝通橋樑，
令「一國兩制」運作得更好。
她續說，隨着內地與香港交往愈趨

頻密，未來會為港人爭取在內地的國
民待遇安排，便利他們到內地生活、
工作、就業，而民建聯早前已訪問廣
東省政府，並與特首林鄭月娥會面，
提出多項建議，相信在全國政協平台
上有助推動這些建議。

黃國：體現關心勞工基層
工聯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黃國對獲委
任深感榮幸，感謝各界信任和支持，
並認為他獲委任體現全國政協重視和
關心香港勞工基層，注重委員的廣泛
代表性。

盧偉國：助工程界拓灣區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對有多一個平台
直接向中央反映港事感到高興，並指
早前有報章報道他獲委任的消息時，
工程界立即向他提出建議，希望他代
為反映，包括加強業界與內地合作機
會、參與大灣區發展等，希望在未來
日子能夠發揮好全國政協委員的角
色。

梁志祥：倡粵撥地予港建設
新社聯會長梁志祥坦言，自己以往
主要負責地區工作，作為政協新丁要
好好學習，希望可承接退任的新社聯
榮譽會長張學明的工作，向中央反映
新界居民面對的問題，包括未來落成
的口岸的交通和配套安排。

他又關注到大灣區發展，指香港土
地短缺，引伸出很多問題，認為香港
可效法澳門，向廣東省政府提議撥出
土地給香港建設，藉以解決香港的土
地問題。

易志明：冀助港更上一層樓
自由黨立法會議員易志明希望，未

來能夠發揮全國政協委員的角色，為香
港如何配合國家推動大灣區等政策提出
建議，令香港發展更上一層樓，但現階
段仍在思考在今年全國兩會提交的提
案，會參考黨內政協前輩的意見。

謝偉銓：反映社會訴求
前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

立法會議員謝偉銓指，成為全國政協
委員是責任大於榮耀，因可直接向中
央反映業界和香港面對的困難，他會
珍惜這個渠道，多聆聽社會的訴求，
將意見帶給中央，協助香港和國家繼
續向前。

劉業強：增堵不合格食品
連任者也對未來工作滿肚大計。新

界鄉議局主席、經民聯副主席劉業強
表示，以往一直關注環保、食物安
全、教育及青少年問題，當局對他許
多曾提出的建議亦有關注及處理，
「步伐雖然較慢些，但都已經有很大
的進步」，新一屆亦會繼續跟進食物
安全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如何加強不
合格食品的檢舉、監察及執法的制
度，並認為新一屆名單中有很多新
人，將有一番新景象。

林健鋒：名單年輕多元化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表示，新一屆

全國政協香港委員數目較現屆多，是
令人高興的事情，他會珍惜這個機
會，繼續為香港發聲。
他指出，過去有意見認為全國政協

委員較多來自工商界人士，而新一屆
除了平均年齡明顯降低，也加入不同
界別人士，甚至有數名前特區政府官
員，令組成多元化，可以向國家提供
多方面的意見，實屬好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
一屆全國政協香港委員當中，有不少
人都有多年公職經驗，他們希望以各
自的專業知識貢獻國家。

高永文：促進醫療合作
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
示，願意透過全國政協委員身份，繼
續為國家和香港服務，希望透過大灣
區發展，加強兩地在醫療體系發展上
的合作，又希望將香港在公私營醫療
合作等方面的經驗，協助內地的醫療
改革，令內地醫療制度和水平更能與
國際接軌。

李小加：獻力國家改革開放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透過發言
人指出，全國政協是一個很好的平

台，讓不同界別的人民反眏意見，
有機會將意見帶進中央政策制定的
過程中，希望成為全國政協委員
後，能讓中央及內地各界人士更廣
泛知悉市場意見，促進內地與香港
更好溝通，為國家的改革開放、為
香港金融中心的建設，以新的方式
作出貢獻。

霍啟剛：加強體育融合
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前香港青

年聯會主席霍啟剛說，對獲委任感到
開心及興奮，指得到國家支持和信任
是其榮幸，然而未來工作艱巨，責任
重大，希望盡力貢獻國家，首要工作
是透過全國政協的平台，反映香港青
年的意見，以及在香港與內地的體育
融合上做得更多和更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