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盼譚團結港人 分享祖國成果

譚耀宗高票當選人大常委
擔當橋樑傳遞港人意見 推動灣區建設

政壇殿堂級猛人 基本法「活字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 北京報

道）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昨日選出新

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港區代表、民建聯會

務顧問譚耀宗高票當選，得票率達99%。

他強調未來會擔當橋樑，將港人意見帶進

常委會，但意見必須對香港有建設性、啟

發性，並符合憲法和基本法，而他也會在

港講述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並推動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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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在2,955張有效票當中，取得2,941票贊
成、9票反對及5票棄權而當選，首次出任全國

人大代表就晉身常委會。
他在會後會見傳媒時表示，對自己高票當選人大常
委感到榮幸，認為是內地代表重視香港，又指自己在
出席今年兩會中，體會到人民很團結，都為國家富強
而努力，自己有機會參與其中是非常有意義的，希望
未來起到橋樑作用，在服務國家、服務香港的同時，
將港人意見、心聲帶進常委會，令其他常委更了解香
港情況。

推動便利港人北上生活
他表示，回港後會向各界介紹兩會內容及精神，
包括講述政府工作報告及國家未來發展、憲法和基
本法關係及憲法修正案內容，未來也會關注及推動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特別是便利港人在內地生活的
措施。
被問到會否反映港人的不同意見，譚耀宗強調所有

對香港有建設性、啟發性的意見都會反映，最重要是
以憲法和基本法為依歸，如果意見完全違反兩者，他
會向提出意見者解釋。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8．31」決定，為香
港政改定下框架。譚耀宗認為，「8．31」決定值得
支持，是符合基本法、令香港早日普選特首的好決
定，可惜當時政改方案未獲立法會通過，如果社會及
立法會能形成共識，支持「8．31」決定，政改就可
重啟，否則就很難成事，希望社會重新考慮「8．
31」決定。
對於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他指釋法是全國人
大常委會的功能，過去幾次釋法都有必要性，都會幫助
香港解決問題。至於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他認為立
法的責任主要在於特區政府，相信特區政府會有計劃，
但重申立法是憲制責任，國家安全人人有責。

與范太握手
譚耀宗會見傳媒後，與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
泰握手。他讚揚范太過去10年的常委工作，笑言
「有什麼不懂就要向你請教」。范太就謙稱：「千萬
不要這樣說，我相信你一定比我做得更好。」

■譚耀宗（左）與上屆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握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朗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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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亞李飛張榮順膺人大常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 北京報

道）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昨日選出
新一屆全國人大常委。其中，國務院港
澳辦前主任王光亞、十二屆全國人大常
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均
晉身常委會，而新任全國人大憲法和法

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十二屆全國人大常
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就順利
連任常委。
王光亞取得2,938票贊成、15票反對

及2票棄權而當選，得票率達99%。李
飛就以2,943票贊成、8票反對及4票棄

權而順利連任。張榮順則獲得2,915票贊
成、31票反對及9票棄權，初次晉身常
委會。
王光亞昨接受傳媒訪問時指，全國人

大在港澳事務有角色，自己也對港澳有
感情，如果全國人大常委會要處理有關

香港的事務時，一定會積極發聲，按照
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賀一誠陳斯喜當選人大常委
王光亞又認為，擔任人大常委是一份

責任，自己從外交及港澳體系轉到這個

新領域，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特別是
國家的發展情況。
另外，澳門方面，澳門代表團團長、

澳門立法會主席賀一誠連續5屆當選人
大常委，澳門中聯辦副主任陳斯喜就首
次當選人大常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 北
京報道）對於譚耀宗擔任新一屆全
國人大常委，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
范徐麗泰昨日認為，對方從政經驗
豐富，曾參與起草基本法的工作，
也是民選議員，相信他一定會履行
好常委職責，聆聽民意。她又回顧
過去 10 年她擔任人大常委的工
作，指按照「8．31」決定而制訂
的政改方案被否決，為她留下少許
遺憾，希望反對派重新考慮決定。

讚譚Sir熟基本法
范徐麗泰表示，譚耀宗在香港政
壇有多年經驗，帶領民建聯多年，
回歸前已是立法局議員，加上曾參
與起草基本法的工作，對「一國兩
制」和基本法的制訂過程「可以說
比我更了解」，相信他會履行好全
國人大常委職責，「尤其他過去是
民選議員，他一定會聽民意。」
她認為，譚耀宗在未來5年「定
會辛苦一些」，因為要每兩個月上
京開會，加上全國人大常委職責越
來越吃重，很多法律需要修改，執
法檢查、專題研究等工作也比以前
增加，但相信他有能力及心理準備
迎接挑戰，更指譚在2,900多名代
表票當中，只得 14 票反對及棄
權，可謂高票當選，證明代表重視

香港。

卸任「享受人生」
對於自己卸任全國人大常委一

職，范太形容心裡很開心、輕
鬆，因為她已經盡了責任、守了
本分，「終於可以享受人生。」
但對按照「8．31」決定而制訂的
政改方案被否決，她感到少許遺
憾。她指，社會逐漸有呼聲要落
實普選特首，希望反對派再考慮
一下，明白政制發展是要一步一
步走，而「8．31」決定目前不會
有特別改變。
她續說：「當香港繼續有人推

『港獨』、推『自決』，我看不到
中央會改變現有立場，但如果當香
港人不再不切實際地講『港獨』、
『自決』，尤其是參政人士承認及
擁護『一國兩制』，相信會有很多
餘地去討論。」
范太更提到，中央不斷為香港提

供機會，但如果香港內部老是講政
治、不講實際，製造出來的內耗就
會阻礙香港發展，社會要思考怎樣
做才是為香港好。
談到往後去向，她笑言自己參政
已久，市民也希望在電視機面前看
到新面孔，她之後會就政治「講少
一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於
譚耀宗高票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本港不
同政團人士均認為，在政壇活躍多年的
譚耀宗，憑其驚人的魄力與親和力，早
已奠定其殿堂級的地位，今次當選實至
名歸。他們期望，譚耀宗能團結社會各
界，並將香港市民的意見，積極向中央
反映，讓中央在制定政策時，對香港特
區情況有更深入了解，令港人也能分享
到國家發展的成果。

陳恒鑌讚實至名歸
作為譚耀宗「徒弟」之一的民建聯新

界西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譚成功當
選全國人大常委是實至名歸。全國人大
常委會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常設機
關，很多重大的決策，均由常委會「拍
板」。而譚耀宗作為全國人大常委，亦

曾為本港資深的立法會議員，對地區事
務相當了解，可以準確地把港人的意見
向中央反映，尤其在「一帶一路」及粵
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中，可以讓港人擁有
更大的參與空間。
陳恒鑌又提到，譚耀宗為基本法草委

成員，對基本法的歷史、條文原意等，
都清楚掌握，可謂基本法的「活字
典」，對維護「一國兩制」、落實基本
法等工作都有很大的幫助。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表示，今次譚耀宗

當選全國人大常委，可以稱得上是「深
慶得人」。盧偉國指自己曾與譚耀宗在
立法會共事一段時間，認為他在政治歷
練、處事手法、議政能力等均表現出驚
人的魄力，是一名很突出的政治人物。
盧偉國認為，目前特區施政遇到很大

阻力，立法會審議很多利民措施，也受

到很長的拖延，期望譚耀宗能夠充分發
揮全國人大常委的重要角色，向中央反
映市民的心聲，助港人配合到國家發展
步伐。

鍾國斌：有親和力善於溝通
自由黨黨魁鍾國斌指出，譚耀宗在香

港政壇上，屬於殿堂級人物。鍾國斌又
形容，自己曾在立法會與譚耀宗共事，
譚本身的親和力不容置疑，過去在立法
會的工作中，他與各黨派的溝通、聯繫
及合作等，成績有目共睹。譚與反對派
政黨也能溝通，過去建制派遇到大大小
小的挑戰，也能順利解決，完全難不到
他。
鍾國斌希望譚耀宗能夠繼續發揮這個

專長，與各黨派、社會各階層及組織，
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並把市民的意

見，充分向中央表達。

陸頌雄：親力親為魄力強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新界西元朗區議

員陸頌雄形容，「當年譚Sir以『單天保
至尊』的姿態，憑一人之力，為工聯會
及民建聯撐起新界西的地區事務，凡事
均親力親為，魄力弱一點也不行。」
陸頌雄指出，從日常的工作中，看到
譚耀宗的親和力、魄力及與各界的溝通
能力等均屬一流，其做事作風，更成為
自己從政的楷模，在大家心目中也享有
崇高地位。
陸頌雄認為，譚耀宗當選將有助團結

各界，同時希望他在國家推動粵港澳大
灣區及「一帶一路」時，充分發揮全國
人大常委的角色，加強香港特區的參與
度。

譚耀宗當選新一屆
全國人大常委，不少
香港政圈中人都予以

極高評價。譚耀宗在政界有多年的經
驗，也有廣泛的涉獵，有回歸前後的從
政經驗，看着香港回歸祖國的交接，更
曾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對特區與
中央關係、「一國兩制」等議題都有深
入的了解。他曾任勞工界代表達10年之
久，亦連續四屆當選立法會議員，也曾
任行政會議成員，說他是殿堂級政界人
物可謂毫不誇張。

工聯會出身 熟悉勞工界
很多人對譚耀宗的印象都是民建聯的

前主席、現時的會務顧問，但其實一開
始譚耀宗是工聯會出身，在1980年代曾
被獲選任為勞工顧問委員會勞方代表，
亦是由工會選舉晉身勞工界立法局議員
之一，由1985年一做就做到1995年，
對勞工界絕對有深刻認識。
在香港回歸祖國的交接時期，譚耀宗
亦是臨時立法會議員之一。此外，他更

曾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可謂是社
會上對基本法的立法原意有着最深刻認
識和理解的人之一。
不只是香港回歸事務，譚耀宗對香港

政府管治亦擔重要角色。他在回歸後就
擔任了行政會議成員，至2002年6月30
日。
自1998年起，他就參與立法會新界西
議席的競逐，並連續四屆當選立法會議

員，是立法會中的「長老級」人物。其
中，他在2004年選情對民建聯不利的情
況下，與黨友、鄉議局副主席張學明組
成名單競選，最終成功一同當選立法會
議員。
譚耀宗更在2007年接替辭世的馬力出
任民建聯主席一職，並連任四屆至2015
年。
他亦曾擔任全國政協委員長達15年之

久，提出了過百項提案。去年他首次轉
跑道競逐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首次參選
就以不俗成績當選。
他坦言，國家對人大代表要求高。由

於他並非生活在內地，未來在提出建議
前，一定會做好研究和資料搜集，包括
研究國際與香港的相關經驗，使提出的
建議實實在在，具針對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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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4 年年，，譚耀宗與張學明大打譚耀宗與張學明大打「「逆境逆境
波波」，」，最終一同當選立法會議員最終一同當選立法會議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譚耀宗事事親力譚耀宗事事親力
親為親為，，圖為他到長圖為他到長
者居所義務清潔者居所義務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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