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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領導加位 迎灣區挺施政
陳學鋒接替彭長緯 顏汶羽任新增副秘書長

中委男較多 較上屆年輕1歲
第十五屆（2019-2021） 第十四屆（2017-2019）

男 45人 43人
女 7人 9人
平均年齡 44歲 45歲

資料來源︰民建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天琪

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昨日舉行首次會議，先
選出21名常務委員（見表），再由常務委

員互選出正副主席、秘書長及司庫。其中李慧
琼連任主席，張國鈞、陳勇、陳克勤、周浩鼎
連任副主席，陳學鋒就從彭長緯手上接棒，成
為副主席之一，其秘書長一職由王舜義接替，
而莊惠明就連任司庫。
此外，常委會經商議後，繼續委任葉傲冬、

洪錦鉉、鄭泳舜及黎榮浩為副秘書長，並增加
多一位副秘書長，由顏汶羽出任，以分擔繁重
的會務工作。而民建聯第八屆監委會也於昨日
舉行首次會議，盧文端連任監委會主席。

常委換代 平均年齡44歲
李慧琼於中委會後率領民建聯新一屆常委會成

員會見傳媒。她感謝所有民建聯成員、中央委員
對新一屆領導層的信任和支持，並特別指出新一
屆常委全部由新一代擔任，平均年齡為44歲。
她表示，過去兩年，民建聯取得了三個突

破：一是選舉，代表建設力量的鄭泳舜、植潔

鈴、陳凱欣相繼在選舉中勝出，其中鄭泳舜當
選九龍西立法會議員，更打破了反對派在立法
會補選中的不敗紀錄；二是會務發展，今年整
體會員人數首次突破4萬人，青年工商專業會員
合計超過5,000人，全港18區有超過180個辦事
處服務市民，不斷向「梗有一間在左近」的目
標邁進；三是網絡宣傳，民建聯facebook主頁
今年也超過了4萬個「讚好」。
李慧琼指出，新一屆領導層有六大工作方

向，一是繼續堅守「一國兩制」，維護憲法和
基本法的權威；二是積極舉辦建國70周年的相

關活動，推動香港社會的人心回歸工程；三是
積極推動香港不同階層和界別參與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四是進一步加強青年工作；五是將地
區服務和兩級議會的工作做得更好；六是打好
今年年底的區議會選戰，並為明年的立法會換
屆選舉做好準備。

堅守「一國兩制」六大方向邁進
民建聯今年換屆適逢建國70周年，被問到有

否訪京計劃，李慧琼表示會認真考慮訪京提
議，但現時未有確切安排。

■民建聯選舉產生新一屆領導層。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新屆三委會名單
第十五屆常務委員會（21人）

主 席：李慧琼
副主席：張國鈞、陳 勇、陳克勤

周浩鼎、陳學鋒
秘書長：王舜義
司 庫：莊惠明
副秘書長：葉傲冬、洪錦鉉、鄭泳舜

黎榮浩、顏汶羽
委 員：呂 堅、招文亮、胡健民

許正宇、陳恒鑌、黃國恩
葛珮帆、劉國勳

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52人）

丁江浩、王舜義、古揚邦、朱立威
朱麗玲、何俊賢、呂 堅、巫成鋒
李世隆、李世榮、李家良、李慧琼
李錦文、周浩鼎、招文亮、林心亷
姚 銘、柯創盛、洪連杉、洪錦鉉
胡健民、袁靖罡、張思穎、張國鈞
張琪騰、梁 熙、莊惠明、許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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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冰芬、黃國恩、楊鎮華
葉文斌、葉傲冬、葛珮帆、董健莉
劉國勳、潘進源、鄭泳舜、黎榮浩
鍾嘉敏、顏汶羽、譚榮勳、關浩洋

第八屆監察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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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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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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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沛林
蘇愛群

註：紅字為新人
資料來源：民建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天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天琪）民建聯
新一屆的領導班子再次擴大，領導層也
更年輕，平均年齡為44歲。今屆領導班
子增設一名副秘書長，由青年民建聯主
席顏汶羽擔任，同時履新的還有副主席
陳學鋒和秘書長王舜義。他們表示，將
繼續與團隊一起拓展民建聯的青年、跨
界別及宣傳工作，更好地服務社會。
陳學鋒同時是中西區區議會副主席，
一直以來關注多媒體的發展。
他表示，自己將繼續加強民建聯的網上

宣傳工作，「現在主要的宣傳平台是face-
book主頁，未來也會通過不同的渠道和平
台，多向公眾宣傳民建聯的工作，多與傳
媒溝通，希望各界人士也可多提意見。」
本身是國泰航空人事總經理的王舜義表

示，將繼續利用自己的管理經驗，與民建
聯團隊一起，繼續吸收不同界別的人士，
讓民建聯更好地代表不同階層的市民。

善用資源助青年抓灣區機遇
他續指，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

中大有可為，民建聯可以利用自身的網
絡和資源，協助有志在大灣區發展的年
輕人、專業人士等把握機遇。
顏汶羽就指出，自己之前集中精力在

發展青年民建聯方面，擔任副秘書長是
一個新挑戰，但也讓他更了解黨務工
作，並審慎思考、商量青民未來發展。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亦強調，民建聯一

向重視工商業、跨界別和青年的發展，
青民今年也進入15周年，希望今年能將
青民這品牌推上新台階。

加強跨界溝通 冀助港青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郭天琪）民建聯

昨日選舉產生新一屆

領導層，其中李慧琼

連任主席，張國鈞、

陳勇、陳克勤、周浩

鼎連任副主席，原任

秘書長陳學鋒「升

呢」成為副主席，其

秘書長一職就由王舜

義接替。該黨新一屆

領導層增設多一個副

秘書長，由青年民建

聯主席顏汶羽出任，

以分擔該黨「一日千

里」的會務工作。李

慧琼表示，民建聯將

繼續以「是其是」、

「非其非」的態度

來監督政府工作、

反映市民意見，新

一屆中委會將繼續

堅 守 「 一 國 兩

制」，積極推動香

港不同界別人士參

與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同時打好年底

的區議會選戰，並

為明年的立法會換

屆選舉做好準備。

■左起：顏汶羽、王舜義、李慧琼、陳學
鋒。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佔領中環」案昨日在西九龍法院裁
決，包括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等違法
「佔中」搞手在內的9名被告，分別就各自
控罪被裁定罪名成立。法庭的裁決，依據
清晰的事實、充分的證據，在沒有合理疑
點下讓違法「佔中」搞手得到法律制裁，
彰顯了法治公義。判決強調「公民抗命」
不是抗辯理由，再次對「佔中」混淆是
非、衝擊法治的誤導作出有力澄清，傳遞
「公民抗命」絕非違法行為保護傘的強烈
信息，足以引導社會戒懼。法庭對「佔
中」搞手定罪，只是依法行事，與打壓言
論自由、製造寒蟬效應毫無干係，只會引
導社會尊重法治，令市民尤其是年輕人更
明白遵守法律是法治社會的基本規範，必
須在合法的前提下行使表達訴求的自由。
切望香港社會以「佔中」案為戒，通過各
方的共同努力，根除「公民抗命」、「違
法達義」的流毒和禍害。這是一項長期的
任務，任重而道遠。

歷時79天的違法「佔中」，是回歸以來規
模最大的違法街頭抗爭行動，背後帶有明顯
的政治企圖，對本港的法治秩序、社會穩
定、經濟民生、國際形象造成非常嚴重的衝
擊和傷害。對違法「佔中」進行法律清算，
是香港社會的主流共識。隨部分違法「佔
中」參與者陸續受到法律制裁，本港乃至國

際社會都高度關注，違

法「佔中」的策劃者和搞手，需要承擔什麼
法律責任？

在昨日的裁決中，法官用長達268頁的判
詞，闡釋、釐清了多個重要法律概念，包
括「公民抗命」，控罪是否合適和合憲，
是否合乎比例等，逐一清楚解釋了9人被定
罪的理由。例如，法官認為戴耀廷等「佔
中三丑」的串謀犯公眾妨擾行動，由「佔
中」啟動後一直持續至各人於 2014 年 12 月
2 日到警署自首為止，法官肯定 3 人明知大
規模的「佔領」會對公眾造成過度的不
便，而三人亦確實目睹「佔領」對公眾造
成過度的阻礙和不便，因此，認同控方已
於毫無合理疑點下證實三人干犯串謀犯公
眾妨擾罪；另外，對於黃浩銘、李永達等
人的罪名，法官亦認為是在毫無合理疑點
下證實的。本港作為享譽國際的法治社
會，法庭判案追求證據充分可靠，不留任
何疑點。法庭判「佔中」案9名被告罪成，
正是建基於9人違法事實清晰，證據沒有疑
點，罪責無可逃避。

違法「佔中」在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下能
掀起衝擊法治、震盪社會的大風波，與戴耀
廷等人鼓吹的「公民抗命」理念有直接關
係。在這種極具迷惑性的政治口號慫恿下，
令一些市民、尤其是涉世未深的青年人信以
為真，天真地相信追求「真普選」的崇高理
想，即使犯法亦代價輕微，法庭會從輕發

落，甚至不予追究。昨日法官直言，「公民
抗命」不構成抗辯理由，法庭的職責是分析
控罪的元素和爭議事項，不會評價被告「公
民抗命」背後的政治取態。

在黃之鋒等「雙學三丑」衝擊政府總部案
中，終審法院的判決已強調，「公民抗命」
必須和平進行，無論示威者有多崇高的理
念，一旦越過暴力的界線，便不能以「公民
抗命」作為減刑理由，法庭可重判入獄。終
院的判詞指出：「即使重判阻嚇性刑罰亦不
為過，根本不用憂慮重判會帶來『寒蟬效
應』。」如今法官引用終院的判例，重申
「公民抗命不構成抗辯理由」，再次證明政
治不能凌駕法治，違法的所謂「公民抗命」
不能得到本港法庭和社會的認同，成不了違
法的護身符。

違法「佔中」雖然以失敗告終，但打開了
暴力違法的潘朵拉魔盒，對本港社會尤其是
年輕一代的禍害既深且重。「佔中」催生的
旺角暴亂，留下野蠻踐踏香港法治的黑暗一
頁；受「公民抗命」、「違法達義」歪理邪
說影響，催生一批激進「本土」、「自決」
組織，「港獨」思潮在校園和社會擴散，衝
擊校委會、非法禁錮教師等暴力事件層出不
窮。「佔中」流毒不清除，「一國兩制」還
會受到衝擊，香港社會將永無寧日，後患無
窮。

香港上訴庭曾一針見血指出，本港近年

「瀰漫一股歪風」，「一些有識之士，鼓
吹 『 違 法 達 義 』 的 口 號 、 鼓 勵 他 人 犯
法」、將公然蔑視法律視為光榮及值得自
豪，影響部分年輕人，導致他們在遊行或
示威時隨意作出破壞公共秩序的行為。上
訴庭強調，為維護法治尊嚴，須予更具阻
嚇力的判刑。

戴耀廷等所謂「有識之士」，如今罪成候
判，是法庭撥亂反正、明辨是非的必要之
舉，可發揮警醒和阻嚇作用，遏止「公民抗
命」、「違法達義」等歪理繼續荼毒年輕
人、動搖本港法治根基。對某些仍對「公民
抗命」、「違法達義」執迷不悟的人來說，
此次判決是一記當頭棒喝，應認識到「公民
抗命」、「違法達義」是「糖衣毒藥」，漂
亮的政治口號掩飾不了違法暴力的本質。曾
經上當受騙的年輕人，是時候迷途知返，汲
取教訓，提升守法意識，勿在違法暴力的歪
路越走越遠。

本港法庭在處理示威遊行等案件中，通常
採取較寬容的態度。昨日法官亦指出，考慮
裁決時，已平衡基本法賦予市民和平示威遊
行的權利。此次判9個被告罪成，只是顯示
法庭堅守法治底線，而非打壓言論、集會遊
行自由。日後合法的集會遊行，在香港仍有
充足的空間，並不會因為今次的裁決而有
所縮減。

「佔中」搞手罪成 彰顯法治公義 清除流毒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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