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慧琼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
議1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
堂舉行第四次全體會議，選
出新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
建聯主席李慧琼當選全國人
大常委會委員。

李慧琼表示，感謝國家
對她的信任，以及所有人大
代表的支持。她會全力以
赴，不負國家及香港社會的
期望，同時會擔任好雙向橋
樑角色，加強中央與香港的
溝通。

做好雙向橋樑角色 加強中央與港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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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昨日上午在人民大
會堂舉行第四次全體會議，選出新一屆全國人大
常委會委員。大會現場宣讀172名候選人名單，
應選159人，差額為13人。李慧琼獲2901票贊
成，35票反對，3票棄權，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
委員。

「成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我感到無比榮
幸，一定會全力以赴，不負國家期望。」 李慧琼
昨日下午出席記者會時表示，必定全力以赴，切
實履行人民賦予的光榮職責，發揮全國人大常委
的重要職能，為建設國家、服務香港貢獻更多力
量，不負國家所託和大家的期望。

向香港社會普及國家政策
談及未來工作計劃，李慧琼介紹自己將在未

來做好三方面工作。第一，將繼續和社會各界不
同代表溝通，希望大家就未來工作多提意見，希

望和人大代表向社會各界做更多關於憲法、基本
法、香港國安法的普及教育工作；第二，希望香
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現在香港與內地已全
面通關，她認為應把握當下機遇，會與團隊商議
如何幫助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第三，作
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將發揮香港與內地的溝
通橋樑作用。

李慧琼說，民建聯已經成立人大政協辦公
室，目標是收集香港市民和各界的不同意見，向
中央及各個部委反映，處理市民投訴問題或是在
內地遇到的困難，希望可以起到積極作用。而作
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她將用好自己的角色，
把中央的政策等與社會普及分享。

李慧琼於1999年當選成為區議員，於2015
年成為民建聯主席，2018年成為第十三屆港區全
國政協委員，又在2022年12月當選成為第十四屆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李慧琼相信，這些經歷使她

多年來都持續與社會溝通，對於國家發展及相關
政策亦有所掌握。但她同時也指出，出任全國人
大常委會委員一職是挑戰，會抱着學習的心態向
不同的人大代表請教，並會繼續與不同的朋友溝
通及請教意見。

第四位港人擔任人大常委會委員
至於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及民建聯主席的工

作，她表示未來會再溝通、聽意見。她同時感
謝身兼內會副主席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團長
馬逢國，形容對方是她的內會拍檔，雙方正積極
協調中。

據悉，自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以來，加上
李慧琼，香港已有四人擔任過全國人大常委會
委員，之前的三人分別是曾憲梓、范徐麗泰、
譚耀宗。這四人之中，李慧琼年紀最小，亦是香
港歷來最年輕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大公報訊】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
委員的李慧琼表示，國家及香港高度重視
青年發展，她希望特區政府推動更多企業
為香港青年提供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實習崗
位，並鼓勵年輕人主動去大灣區內地城市
尋找發展機遇。

李慧琼指出，青年是國家的未來，
習近平主席在去年的 「七一」 講話及二十大
報告中都曾指出要特別關心、關愛青年人。
中央非常關心香港年輕人，香港的每一位社
會領袖和各界代表，都應該讓香港變成一個
可以讓年輕人發揮所長、有機會實現夢想的
地方。她指出，相信未來年輕人參與國家或
香港議政的機會將越來越多，而她也鼓勵年
輕人積極發表意見。

把握復常通關機遇
李慧琼呼籲特區政府推動更多企業，

為香港青年提供大灣區內地城市實習崗
位，讓他們把握國家為香港帶來的發展機
遇。李慧琼同時鼓勵年輕人主動前往大灣
區尋找機會， 「年輕時要不斷嘗試新事
物！當前香港已經與內地恢復通關，我們
更應該把握當下，去大灣區內地城市尋求
發展機會。」 她相信，只要香港青年融入
當地的工作圈與生活圈，就一定會發現許
多機遇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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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琼希望特區政府能夠推動更多企業，為港青
在內地大灣區城市提供實習崗位。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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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琼從政多年 創下多個最年輕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政治分量十

足。自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以來，香
港已有四人擔任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除李慧琼
外，之前的三人分別是曾憲梓、范徐麗泰、譚耀宗。
於60歲時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曾憲梓，縱橫
政商界、參與特區籌委會等工作；范徐麗泰在2008
年3月以62歲之齡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同年卸
任立法會主席，其間向全國人大常委會請假繼續履
行立法會職務；2018年，譚耀宗以68歲之齡由全國
政協委員 「轉跑道」 ，成功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1974年出生的李慧琼還有幾日才迎來自己的49
歲生日，因此她也成為香港歷來最年輕的全國人大
常委會委員。

翻查資料，李慧琼於1999年首次參加區議會選
舉，當時25歲的她首次於九龍城區議會土瓜灣北選

區參與直選並勝出，成為當時香港最年輕的女性區
議員。

2011年4月19日，李慧琼當選民建聯副主席；
2015年4月17日，民建聯改選領導層，李慧琼當選黨
主席，接替譚耀宗，成為該黨首位女主席且是最年
輕的主席；2022年12月，李慧琼當選香港特別行政
區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

工作雖忙堅持抽空陪女兒
回顧這些經歷，李慧琼相信從政使她接觸到社

會很多不同階層，包括基層市民、官員、商界和專
業人士等，使她對社會的認識立體了許多。而繁忙
的工作也令她格外珍惜陪伴家人的機會。她曾表
示，她與女兒的相處方式如同朋友，無所不談。儘
管李慧琼坦言有時因工作忙碌，對女兒的管教未必

做得足夠，但自己會盡力抽空陪伴女兒，尤其是在
一些特別的時刻，例如女兒生日、生病或是遇到難
題要解決時，她從不會缺席。 大公報記者義昊

▲李慧琼十分注重地區工作，經常到社區聽取市
民意見。 資料圖片

▲2008年，當時年僅34歲的李慧琼代表民建聯出選
立法會選舉，並成功當選。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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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通 路路通這是對話的勝利，和平的勝利

清水河

高鐵香港段昨日起重啟廣東
省的長途列車服務，涵蓋肇慶
東、潮汕等10多個站點。首日有多
個旅行團在高鐵站集合，這些
「潮汕團」 啟程時，團員們紛紛

在現場拍照留念，難掩興奮之
情。

自1月中恢復短途服務以來，
截至上月底，高鐵每日乘客量平
均逾2.3萬人次，單日最高近4萬人
次，但距離疫前的日均5萬多人
次，還有較大的距離。此次恢復
廣東省長途，預計乘客人數會不
斷增加。而到了4月1日恢復廣東外
長途服務，也就是實現全面正常
運行之後，高鐵西九龍站必將恢
復往日的熱鬧。

以昨日首發團為例，據旅行
社負責人表示，一推出後就已成
團，說明了高鐵的巨大吸引力。
而未來陸續會有前往廣東省的長
途旅行團出發，4月1日後還會推出
更多前往廣西、桂林等跨省旅行
團，目前已確定有2000至3000名港
人會在復活節假期期間成行，乘

坐高鐵前往全國各地。
高鐵復運，帶來的不僅是出

行的方便，更是推動香港發展的
信心和動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全速推進，港人越來越認識到融
入大灣區發展的重要性。上月
底，行政長官李家超率團訪問廣
州和深圳，就是乘坐高鐵來回；
下個月，他還將率團到大灣區其
他城市訪問。而包括立法會議
員、傳媒和科創界等到內地訪
問，也都以高鐵作為出行工具。
可以說，高鐵一通路路通，事事
都通，有力地推動了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的進度。

國家發展邁向新征程，香港
要緊緊抓住歷史性機遇，特區政
府要積極探索更多有利人員、物
資、資金、信息等各項創新要素
跨境便捷流動的措施，推動創新
科技、金融服務，以及香港高等
院校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合作項
目等工作。時不我待，以高鐵復
運為契機，香港要全
速起動。

猶如平地一聲雷，沙特與伊朗在北
京對話後宣布達成協議，將恢復雙方外
交關係，消息震動世界。世界各國紛紛
表示歡迎，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發表
聲明，感謝中國的努力。此次事件對中
東地區安全局勢必將產生積極深遠影
響，為當前動盪不安的世界提供重大
利好消息，並為以和平對話解決相關國
際問題樹立了典範。這是中國全球安全
倡議的一次成功實踐，展現了中國的大
國擔當，開啟了世界新的和平發展進
程。

沙特和伊朗作為兩個中東大國，百
年來因宗教等原因結下 「世仇」 。最近
幾年更斷絕了外交關係，一度處於戰爭
邊緣。外國媒體曾斷言，在沒有美國主
導的前提下，兩國短期內沒有恢復建交
的可能性。正因如此，當中國、沙特、
伊朗三方聯合聲明公布後，震撼性可想
而知。有評論甚至認為，其意義可與
1978年的埃以 「戴維營協議」 和1993年
的 「巴以協議」 相提並論。

為什麼沙伊可以實現 「世紀和
解」 ？這既有兩國對各自利益的現實考
慮，更與中國的斡旋角色密不可分。首

先，兩國之間的共同利益逐漸大於分
歧。美國長期在中東推行分化政策，一
方面對伊朗採取極限施壓、全面封堵的
做法，另一方面又極力推動沙特對抗伊
朗。但時移勢易，隨着美沙關係的微妙
變化，沙特認識到繼續同伊朗對抗已越
來越不符合自身國家利益，而伊朗也需
要打開外交局面，這為各自轉變政策提
供了空間。

另一方面，沙伊同意復交並不是一
蹴而就的，而是有着一個較為長期的談
判、醞釀的過程。正如在北京對話後公
布的聯合聲明所言，伊拉克、阿曼此前
也為沙伊承辦過多輪對話。但即便如
此，百年來有不少中東國家都曾力圖促
進沙伊兩國和解，但無一不以失敗告
終，說明這並非達成和解的根本原因。

決定性的因素在於中國所發揮的積
極作用。與美國長期扮演的 「破壞者」
角色不同，中國在中東地區沒有任何私
利，尊重中東國家主人翁地位，反對在
中東搞地緣政治競爭。而中國與中東國
家廣泛保持着友好關係，過去多年來，
通過 「一帶一路」 倡議等，雙方展開了
廣泛的合作，中方的真誠和務實得到各

國的高度認可。
2022年12月，習近平主席對沙特

進行國事訪問，並出席中沙、中海、中
阿 「三環峰會」 。今年2月，應習近平
主席邀請，伊朗總統萊希對中國進行國
事訪問。元首外交對推動對話和談，發
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經過大量細緻、
耐心的工作，中國用自身智慧和影響力
助力沙伊找到合作對話的最大公約數。
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
任王毅所指出的，這是對話的勝利、和
平的勝利。作為一個善意、可靠的斡旋
者，中方忠實履行了東道主職責。未來
還將繼續根據各國的願望，為妥善處理
當今世界的熱點問題發揮建設性作用，
展現大國擔當。

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加速
演變，東升西降的趨勢不可逆轉。中國
作為中東安全穩定的促進者、發展繁榮
的合作者、團結自強的推動者，必將繼
續為世界和平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此
次沙伊在中國斡旋之下同意恢復建交，
讓世界進一步看到了中國全球安全倡議
的積極意義和作用，為解決其他衝突樹
立了榜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