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主席團名單
常務主席(10人)

栗戰書、陳 希、王 晨、曹建明、張春賢

沈躍躍(女)、吉炳軒、艾力更．依明巴海(維吾爾族)

萬鄂湘、陳 竺

主 席 團(190人，按簡體姓名筆劃為序)

丁仲禮、丁薛祥、乃依木．亞森(維吾爾族)

于偉國、萬衛星、萬鄂湘、習近平、馬偉明、馬逢國

王東明、王東峰、王光亞、王 剛、王志民、王岐山

王滬寧、王國生、王硯蒙(女，傣族)、王憲魁、王 勇

王勇超、王 晨、王銀香(女)、王 毅、支月英(女)

尤 權、車 俊、巴音朝魯(蒙古族)、鄧 麗(女)

鄧 凱、艾力更．依明巴海(維吾爾族)、左中一

石泰峰、布小林(女，蒙古族)、旦正草(女，藏族)

葉詩文(女)、史大剛、白瑪赤林(藏族)、白春禮(滿族)

叢 斌、馮淑玲(女，滿族)、吉狄馬加(彝族)、吉炳軒

呂世明、朱國萍(女)、向 巧(女，苗族)、劉藝良

劉遠坤(苗族)、劉 昆、劉海星、劉家義、劉賜貴

劉 鶴、齊 玉、江天亮(土家族)、許為鋼、許立榮

許寧生、許其亮、孫志剛、孫春蘭(女)、蘇嘎爾布(彝族)

杜家毫、杜德印、李 飛、李飛躍(侗族)、李玉妹(女)

李 偉、李紀恒、李克強、李作成、李 希、李學勇

李鉞鋒、李家俊、李 鴻(女)、李鴻忠、李 斌

李 強、李錦斌、李靜海、楊潔篪、楊洪波(白族)

楊振武、楊曉渡、楊 蓉(女)、肖開提．依明(維吾爾族)

肖懷遠、肖 捷、吳 月(女，黎族)、吳玉良、吳英傑

邱 勇、何健忠、何毅亭、鄒曉東、冷 溶、汪其德

汪 洋、汪鴻雁(女)、沙 渢(女，回族)、沈春耀

沈躍躍(女)、張又俠、張少琴、張升民、張 平

張業遂、張慶偉、張 軍、張志軍、張 軒(女)

張伯軍、張春賢、張曉明、張 毅、陸東福、陳全國

陳求發(苗族)、陳 希、陳武(壯族)、陳 竺、陳敏爾

陳錫文、陳 豪、武維華、苗 華、林建華、林 鐸

羅保銘、羅 萍(女，哈尼族)、羅毅(布依族)、周 強

鄭軍里(瑤族)、鄭奎城、鄭曉松、降巴克珠(藏族)

趙龍虎(朝鮮族)、趙樂際、趙克志、趙憲庚、趙 賀

郝明金、胡和平、胡春華、咸 輝(女，回族)

哈尼巴提．沙布開(哈薩克族)、段春華、信春鷹(女)

婁勤儉、洛桑江村(藏族)、姚建年、賀一誠、駱惠寧

袁 駟、栗戰書、夏偉東、徐延豪、徐紹史、徐留平

殷一璀(女)、高紅衛、高虎城、郭聲琨、黃久生

黃龍雲、黃志賢、黃坤明、黃路生、曹建明、曹鴻鳴

雪克來提．扎克爾(維吾爾族)、康志軍、鹿心社、

彭清華、董中原、蔣超良、韓 正、韓立平

傅 瑩(女，蒙古族)、謝伏瞻、謝經榮

嘉木樣．洛桑久美．圖丹卻吉尼瑪(藏族)、赫 捷、蔡達峰

蔡 奇、廖曉軍、譚耀宗、魏鳳和、魏後凱

秘 書 長：王 晨

副秘書長：信春鷹(女)、韓立平、姜信治、李寶榮

張業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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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團選舉產生 七常委在列

栗戰書當選常務主席 排名第一
人大主席團舉行第一次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全國人大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栗戰書在昨日舉行的十三屆

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主席團第一次

會議上，被推選為主席團常務主

席。同時被推選為主席團常務主

席的還有陳希、王晨、曹建明、

張春賢、沈躍躍、吉炳軒、艾力

更．依明巴海、萬鄂湘、陳竺。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批評立法會審議工程
的速度緩慢，形容現時是「大塞車」，懇
請立法會議員加快審批速度。立法會有監
察政府施政、審議公共開支的職能，但監
察不能淪為政治狙擊武器，變成阻礙施
政。反對派一直不改拉布陋習，導致工程
審批進度緩慢；他們更把大型基建抹黑為
「大白象」，並與其他毫無爭議的民生項
目綑綁，令發展停滯不前，改善民生步履
艱難。立法會議員是香港建制架構的一部
分，對推動香港發展責無旁貸，應該就事
論事認真履行職責，不能以監督之名行刁
難阻撓之實，更不應為一黨一己之政治私
利而綁架民生議題，犧牲市民福祉。

據統計，2016至2017立法年度，只有4
成工程撥款批出；今個年度有超過100個
項目等候審批撥款，涉及大約2,000億元，
但到目前只批出了16項，導致建造業工人
收入大減，愈來愈多人因「無工開」被迫
轉行。更令人擔憂的是，在本立法年度的
財委會休會前，只餘下約68個小時會議時
間。此前平均每個項目要審議4個小時，部
分更要審議10多個小時，如果立法會拉布
依舊、審議進度龜速的狀況並無改善，受
損的是普羅大眾，以及香港的整體利益。

立法會是特區管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根
據基本法，立法會需要依照法定程序審議
及通過政府提出的議案，批准稅收和公共
開支。但反對派濫用權力，往往以「監督
善用公帑」為名，攻擊政府「濫建大白象

工程」、「浪費納稅人血汗錢討好內地」
等，在審議時重複發言，浪費寶貴議會時
間，令到港珠澳大橋、落馬洲河套等大型
項目的審議費時失事。

更令市民不齒的是，反對派議員口口聲
聲講「捍衛納稅人利益」、要求改善行政
立法關係，但是，他們刻意阻止大型工程
通過，造成議會「大塞車」，結果沒有爭
議的民生項目遲遲排不上議程。眾所周
知，本港公立醫院人滿為患，不勝負荷，
但是廣華醫院、瑪麗醫院和聖母醫院的重
建項目，已經不能在本年度立法會休會前
通過，要延至下一個立法年度，這等同漠
視病人的痛苦，對承受巨大壓力的前線醫
護落井下石。

反對派議員不是實事求是，就工程講工
程，提出實際問題，給予建設性意見，而
是把審議工程當作干擾施政的戰場，刻意
拖延重大工程，綑綁民生項目，這根本發
揮不了對公共財政必要的監察作用，也失
去審議工程的應有之義，完全是濫用權
力，試圖逼政府「跪低」以達到自己的政
治目的，換取政治利益，代價卻是令香港
經濟發展受創，市民利益受損，違背民
意，辜負選民所託。

因此，香港主流輿論呼籲，包括財委會
在內，立法會整體的議事效率必須提高，
令審批民生、基建、經濟等範疇的撥款功
能回復正常，香港才有望發展重回正軌，
市民才能受惠。

立法會審議工程撥款不應成為政治狙擊工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趙樂際昨日出席全

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港澳聯組會議，並發表講話。趙
樂際全面總結港澳落實「一國兩制」的偉大成就和寶貴
經驗，期望港澳委員在推進「一國兩制」實踐中認真履
行職責、充分發揮作用，顯示中央高度重視港澳委員的
雙重積極作用，希望在新時代新征程中，港澳委員以習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積極參政議
政，建言獻策，盡職盡責，當好推動國家富強進步、維
護港澳繁榮穩定的橋樑紐帶。

政協港澳委員為國家發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堅持「一國兩制」方針，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為保持港澳繁榮和諧作出了積極貢獻。趙樂際代
表中央充分肯定港澳委員的作用，希望新一屆港澳委員
繼承和發揮愛國愛港愛澳的光榮傳統，在新時代加快推
動港澳融入國家大局，維護港澳長期繁榮穩定和參與國
家建設作出更大貢獻。趙樂際就此提出的四點要求，值
得政協委員和港人認真領會落實。

一是要帶頭學習宣傳貫徹憲法、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方
針。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港澳特區制度的法律淵源。
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區的憲制基礎，推進「一國兩制」
實踐，必須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的權威，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
法辦事，履行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憲制責
任。習近平主席去年「七一」來港視察期間指出，要加強香
港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宣傳教育，
強調這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和維護香港法治的應有之義，也
是香港社會的共同責任。港澳委員要認真履行職責，就要在
全社會推動學習宣傳憲法和基本法，增強港澳同胞的憲法意
識、國家觀念、愛國精神，在港澳社會推動形成「尊崇憲
法、學習憲法、維護憲法」的良好氛圍。

二是要積極宣傳十九大精神，進一步凝聚港澳社會共

識。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央，銳意改革，
鐵腕反腐，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
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十九大確立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行動指南。同時，十九大
報告將堅持「一國兩制」列入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指明
方向。港澳委員積極宣傳十九大精神，宣傳十八大以來
國家發展的偉大成就，有利港澳特區鼓舞人心，統一思
想，在「一國兩制」的實踐中積極探索，進一步開創新
局面、取得新成果。

三是要眼國家發展大局，多獻睿智謀事之言，多獻
務實管用之策。國家發展蒸蒸日上，「一帶一路」建
設、「十三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穩步推進，我
們的國家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目標。港澳的發展與國家密不可分，國家持續健康發
展，給港澳提供了難得機遇。港澳委員是各行各業的精
英翹楚，在促進「香港所長」與「國家所需」相結合方
面有豐富的經驗和優勢，應發揮各自專長，在推動港澳
融入國家大局中扮演好參與者、推廣者、促成者的角
色。

四是要着眼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澳力量，做好青少年
工作。愛國愛港愛澳力量是港澳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
制」、維護港澳繁榮穩定的中流砥柱，青少年是國家和
港澳未來的棟樑。港澳委員是港澳社會各界的代表人
士，也是愛國愛港愛澳的重要力量，理當義不容辭團結
引導港澳市民增強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主動關心青少
年成長，使愛國愛港愛澳傳統薪火相傳，「一國兩制」
方針深入人心，「一國兩制」事業後繼有人。

港澳委員要發揮雙重作用 盡職盡責建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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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預備會議
選舉產生的大會主席團，昨日上午

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一次會議。會議應
到190人，出席187人，缺席3人，出席
人數符合法定人數。
根據全國人大議事規則，會議首先在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的
主持下，推選大會主席團常務主席。
主席團常務主席的職責是：召集並主
持主席團會議；可以對屬於主席團職權
範圍內的事項向主席團提出建議，並可
以對會議日程安排作必要的調整；可以
召開代表團團長會議，就議案和有關報
告的重大問題聽取各代表團的審議意
見，進行討論，並將討論的情況和意見
向主席團報告；可以就重大的專門性問
題，召集代表團推選的有關代表進行討
論，會議討論的情況和意見應當向主席
團報告。

陪同張德江步出會議廳
主席團常務主席推選確定後，張德江

請各位主席團常務主席到主席台主持會
議。主席團常務主席走上主席台，張德
江與他們一一親切握手致意。之後，張
德江在主席團常務主席栗戰書的陪同下
步出會議廳。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隨後，主席團會議在栗戰書的主持
下，表決通過了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
議日程。根據會議日程，這次大會定於3
月5日上午開幕，3月20日上午閉幕，會
期15天半。
根據全國人大議事規則，主席團第一
次會議推選主席團成員若干人分別擔任
每次大會全體會議的執行主席。經過表
決，會議推選了大會全體會議執行主
席。
會議經過表決，決定信春鷹、韓立
平、姜信治、李寶榮、張業遂為大會副
秘書長，張業遂兼任大會發言人。
會議經過表決，決定了十三屆全國人
大一次會議表決議案的辦法。會議還決
定，代表提出議案的截止時間為3月14
日12時。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
和全國人大議事規則，一個代表團或者
30名以上的代表聯名，可以向全國人大
提出屬於全國人大職權範圍內的議案。
大會期間，大會秘書處對代表團和代表
提出的議案進行研究，提出處理意見，
報告主席團作出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
道）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主
席團和秘書長昨日選舉產生。此次主
席團成員為190人，與五年前的十二
屆一次會議相比，增加了12人。記者
注意到，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
滬寧、趙樂際、韓正均在新通過的主
席團名單之中。其中，栗戰書在昨日
舉行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主席
團第一次會議上，被推選為主席團常
務主席。此外，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紀委原書記王岐山亦是主席
團成員。

主席團是前瞻新領導人窗口
按照以往慣例，全國人大主席團

是前瞻新一屆國家機構領導人的重
要窗口，國家主席、副主席，全國
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秘
書長，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
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
民檢察院檢察長等都將從中產生。

據新華社報道，栗戰書在昨日舉
行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主席
團第一次會議上，被推選為主席團
排名第一的常務主席。同時被推選
為主席團常務主席的還有陳希、王
晨、曹建明、張春賢、沈躍躍、吉
炳軒、艾力更．依明巴海、萬鄂
湘、陳竺，其中陳希、曹建明、張
春賢三人為新任，其餘六人曾是第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解放軍高層方面，中共中央軍事

委員會副主席許其亮、張又俠，中
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魏鳳和、李
作成、苗華、張升民均進入主席團
名單之列。
通常情況下，各省、直轄市的黨

委書記均是主席團成員。比如，北
京市委書記蔡奇，上海市委書記李
強，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天津市
委書記李鴻忠，河南省委書記、省
人大常委會主任謝伏瞻，黑龍江省
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張慶偉等
均在名單之列。此外，五個民族自治

區都有本民族高官入選，如內蒙古自
治區主席布小林等。

馬逢國譚耀宗均列成員名單
涉及港澳方面，國務院港澳事務

辦公室主任張曉明、中央人民政府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
王志民、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
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鄭曉松、國
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原主任王光
亞，以及馬逢國、譚耀宗均名列主
席團成員名單。
當然，主席團成員中，亦不乏基

層代表的身影，如江西省宜春市奉
新縣澡下鎮白洋教學點教師支月
英，四川南江縣「五郎」黃羊和
「紅旗」生豬養殖專業合作社理事
長汪其德，西寧市人民檢察院公訴
處副處長、正科級檢察員沙渢
（女，回族）等。在主席團成員
中，最年輕的一位是「90後」、世
界泳壇最年輕的奧運雙冠王葉詩
文，她出生於1996年3月1日。

■全國人大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戰書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主席團第一次會議上，被推選為主席團常務
主席。圖為張德江與栗戰書（圖右）握手。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