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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兩會

8港區委員膺政協專委會副主任
來自金融工商學術等界別 當中5位屬首次獲委任

昨日舉行的政協第十四屆全

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一次會

議，通過了關於設置10個專

門委員會的決定以及各專門委

員會主任和副主任人選，香港

有8名委員出任專委會副主任

一職。他們分別來自金融、工

商、學術等不同界別，其中5

人是首次獲委任者。有新任副

主任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形容責任重大，未來會履職盡

責，着力推動國家高質量發

展，助力香港發揮好「一國兩

制」的優勢，實現香港的長治

久安和繁榮穩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沈清麗、柴婧 兩會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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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委員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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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

教科衞體委員會

社會和法制委員會

港澳台僑委員會

外事委員會

文化文史
和學習委員會

民族和宗教委員會

十四屆

黃國

容永祺
黃志祥

王冬勝

蔡加讚

鄧清河

李民斌

屠海鳴

—

—

—

十三屆（去向）

王惠貞（任常委）

容永祺（留任）
黃志祥（留任）

王冬勝（留任）

施榮懷（任常委）

殷曉靜（退任）

邱達昌（任常委）

林健鋒（退任）
黃蘭發（退任）

梁亮勝（退任）

王國強（退任）
高敬德（退任）

—

昨日下午會議審議通過了政協第十四屆全國委員會常
務委員會關於設置專門委員會的決定，決定設置提

案委員會、經濟委員會、農業和農村委員會、人口資源
環境委員會、教科衞體委員會、社會和法制委員會、港
澳台僑委員會、外事委員會、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
民族和宗教委員會十個專門委員會；審議通過了政協第
十四屆全國委員會副秘書長任命名單和各專門委員會主
任和副主任名單。專委會副主任享有全國政協常委待
遇，可列席政協常委會會議。
在十三屆全國政協十個專委會擔任副主任的香港委員

中，原提案委員會副主任王惠貞、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
副主任施榮懷、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邱達昌共3
人，升任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常委，不再擔任專委會副主
任一職。

容永祺黃志祥王冬勝續留任
原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容永祺及黃志祥繼續留任，原農
業和農村委員會副主任王冬勝亦留任。
原教科衞體委員會副主任殷曉靜，原港澳台僑委員會
副主任林健鋒、黃蘭發，原外事委員會副主任梁亮勝，
原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王國強、高敬德共6
人，因年齡因素未再繼續擔任全國政協委員。
新任的5名專委會副主任包括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
任，由東亞銀行聯席行政總裁李民斌擔任；人口資源環
境委員會副主任由星島新聞集團主席蔡加讚出任；提案

委員會副主任為工聯會理事長黃國；教科衞體委員會副
主任為香港深圳社團總會會長鄧清河，港澳台僑委員會
副主任則由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屠海鳴出任。
鄧清河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自己感到
非常榮幸，這既是榮譽，也是沉甸甸的責任。今屆全國
兩會已經勝利舉行，國家堅定不移推動高質量發展，扎
實推進「一國兩制」實行，未來他會發揮個人所長，與
社會各界同心協力，發揮好「一國兩制」的優勢，實現
香港的長治久安和繁榮穩定。

黃國：證國家重視香港打工仔
黃國表示，今屆港區政協委員來自多元界別，自己能

夠擔任提案委員會副主任，既是個人榮譽，也是國家對
工聯會工作的認同，以及對香港打工仔的重視。自己感
到責任重大，未來會更加了解委員會的工作和具體要
求，更好地進入角色發揮使命，履職盡責。
屠海鳴表示，當獲悉當選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後，

誠惶誠恐、如履薄冰。今後，唯有認真工作、努力不
懈、一絲不苟、兢兢業業，才能不辜負中央的信任和鼓
勵。
在履職路上，他將緊扣「理」字畫「同心」：講好

「國安家好」硬道理；緊扣「法」字畫「同心」：闡明
法治底線是不可逾越大原則； 緊扣「情」字畫「同
心」：喚起香港同胞愛國愛港真情感；緊扣「夢」字畫
「同心」：激發香港同胞同心共築中國夢精氣神。

成功向總理提問 外國記者盼再來兩會 參與全國兩會報道可以
說是記者，特別是中國記
者職業生涯的重要經歷。

成為一名記者後，我一直希望能成為報道全國兩會的
一員，過去三年受疫情的影響，我雖然都會做兩會報
道，可與兩會現場的距離一直是「香港到北京」，今
年兩地都走向全面復常，終於有機會親身到北京採訪
兩會。由於閉環管理，我一度以為自己今年與兩會的
距離會停留在「人民大會堂到崇文門（北京工作地
點）」。不過，似乎是念念不忘，必有迴響。在十四
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當天，我終於得到去現場
採訪的機會。

昨日上午，與同行的記者們提前一個半小時到人民
大會堂，但仍有不少同行一路小跑入場，為的就是搶
佔一個最佳拍攝位置。在等待的一個半小時裏，中外
記者都沒有停手。我坐在人民大會堂記者區，耳邊不
停響起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記者，用不同的語言報道現
場消息，亦有不少同行在一切準備就緒後，開始抽出
短暫的時間在現場自拍留念，記錄下這個職業生涯中
的重要時刻。

在總理記者會的現場，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記者
一早準備就緒。在長達一個半小時的記者會上，每個
人都利用各種方式記錄重點要點。隨着報道設備的不
斷更新，現場除了有傳統的「長槍短炮」外，還多了
許多記者用手機配合其他配件的方式，作為即時傳輸
視頻和文字信息的報道工具。

在總理記者會結束後， 現場的外國記者亦成了中
國媒體人爭相採訪的對象。大家都希望從不同視角，
把每一場兩會報道「挖深」、「挖透」。我和拍檔的
攝影記者亦在會前會後訪問了來自不同國家的同行，
從他們的眼中再看總理記者會、再看中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兩會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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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總理李強昨日首
次在總理記者會與中外記
者見面，許多中外記者早
早等待在人民大會堂三樓
金色大廳，希望一睹總理
的風采，了解中國發展動
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於記
者會現場訪問了多名外國
記者，有成功向總理提問
的外國記者特意戴上紅色

領帶，表達對中國促成沙特和伊朗恢復外交
關係的感謝。無論是兩會報道的新丁還是老
手，都對能參與報道兩會感到興奮，希望有
機會再來中國、再來中國兩會。
在記者會上，李強總理入場即揮手和中外
媒體打招呼，現場中外記者回以掌聲致意。李強
總理在近一個半小時的記者會上，回答不同國家
和地區記者關注的話題。

對內地經濟發展充滿期待
來自巴基斯坦《論壇快報》的勞．阿卜杜拉．
拉伊姆今年第一次參與中國兩會的報道。在聽完
昨日的總理記者會後，他與香港文匯報記者分享
非常享受自己的兩會報道「首秀」，表示這是一
次「定下基調」的記者會。會上，李強總理解讀
了涉及多個方面和領域的措施，「尤其瞄準了經
濟領域，特別是對對外開放政策的闡釋是整個總
理記者會的亮點。」李強總理提及的關於民營企
業及企業家的內容也特別值得關注。

同樣第一次來北京參加兩會的《觀察家報》薩
伍德．費薩爾說，自己很重視這次的中國兩會報
道，不僅是因為選舉出中國新一屆領導班子，亦
是因為他對中國經濟發展充滿期待，特別是吸引
外資方面的內容，是他關注的焦點。他為疫情後
中國設立今年經濟增長5%的預期目標感到振
奮，希望明年有機會再來關注兩會。
總理記者會上的「幸運兒」、中阿衛視的方浩
明成功向總理提問，問及中國對外開放政策是否
有變化等問題。他談到獲總理回答的感受時說：
「我想要的回答都要到了，已經報道出去了。」

感謝促成沙特伊朗復交
方浩明說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香港文匯報記者

在現場觀察到，他是不少媒體爭相訪問的對象。他
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自己學中文有十年了。
他主動表示，中國促成沙特和伊朗恢復外交關
係，「這是我覺得最值得期待的，我是中東人，
我知道這件事對中東來說有多大，所以我今天專
門為慶祝這件事戴了紅色的領帶……身為中東
人，我終於看到了一個和平發展的機會了。」相
信他對中國、中國語言的這份熱愛和熟悉，亦是
中國和中東不斷深化友誼一個縮影。
挪威國家廣播電視台的記者洛飛是第二次報道

中國兩會。他在總理記者會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記
者訪問時說，他最期待李強總理分析中國經濟和
國際關係議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兩會報道

掃碼睇片

◀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昨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舉行記者會。圖為大批中外記者到場採
訪。 中通社

記記者者手記手記

▲左起：洛飛、方浩明、薩伍德．費薩爾、
勞．阿卜杜拉．拉伊姆。

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昨日閉幕。
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向全黨、
全國發出鏗鏘有力宣示：為推進強國建
設、民族復興作出我們這一代人的應有貢
獻；他更表明，推進強國建設，離不開香
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以習近平同志為
核心的黨中央，把港澳長期繁榮穩定提升
到關乎全面建成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
百年奮鬥目標的新高度，期望並且要求港
澳發揮獨特優勢、貢獻國家現代化建設。
新任國務院總理李強也強調，中央將以
「三個全力支持」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
定。 中央的重視、支持和要求，進一步明
確香港共襄民族復興的奮鬥目標。香港未
來承擔的責任光榮宏大，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提升競爭優勢的機遇巨大。香港特區
政府和社會各界必須從強國建設的全局高
度，全面準確認識國家發展的大政方針，
以自己的獨特優勢融入國家加快構建新發
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進程中，成為
民族復興的參與者、貢獻者、受益者。

香港的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
穩固，營商環境世界一流，是全球公認的

最自由經濟體，回歸後包括普通法在內的
原有法律得到保持和發展，「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的獨特地位進一步凸顯，為國
家改革開放事業、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
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中國人民
和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
來的偉大飛躍中，香港從未缺席。二十大
報告指出，「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
好發揮作用」，顯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已
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推進「一國兩
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是這一偉大歷史
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習近平主席昨天的重要講話明確指出，推
進強國建設，離不開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
定。這一論斷，表明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是
以中國式現代化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
不可或缺組成部分；香港保持繁榮穩定關乎
中華民族復興大業的圓滿達成。中央高度重
視香港的雙向橋樑作用，全力保證香港全面
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正是基於實現中國
式現代化的宏圖大業的必然要求。香港發揮
所長、貢獻國家所需，在民族復興偉業中發

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國家賦予香港的
不能推卸的責任。

昨日習近平主席在講話時滿懷深情地表
示，「人民的信任，是我前進的最大動
力，也是我肩上沉甸甸的責任。我將忠實
履行憲法賦予的職責，以國家需要為使
命，以人民利益為準繩，恪盡職守，竭誠
奉獻，絕不辜負各位代表和全國各族人民
的重託。」這番真誠話語，體現人民至
上、對人民負責的施政情懷和大國領袖擔
當，讓包括七百多萬港人在內的全體國人
深受感動，對未來更加充滿信心。習近平
主席始終關心香港發展和香港同胞福祉，
始終牽掛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十年來作出
一系列戰略決策和重大部署，不斷推進
「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踐。不論是採
取標本兼治的措施，推動香港局勢實現由
亂到治、由治及興的重大轉折；還是支持
香港發展經濟民生、破解深層次矛盾、推動
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都表明以習近平
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香港重要作用的高
度重視，和對港人福祉的深切顧念。

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對接國家重

大戰略，是香港擔當歷史責任、把握巨大機
遇的必然選擇。李強總理指出，中央政府將
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全力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全力
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全力支持港
澳進一步提升國際競爭力。有祖國作堅強後
盾、有「一國兩制」的制度保障，香港、澳
門的地位和作用只會加強，不會削弱。這
「三個全力支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必
由之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核心內容，
進一步提升國際競爭力是主要抓手，做好這三
點，香港就可以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就可以為
強國建設發揮應有作用、作出應有貢獻。

責任已經明確、機遇就在眼前，特區政府
和社會各界要明確目標，堅定信心，勇毅前
行，深入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模式，把
融入國家發展落到實處，充分運用好「十四
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等
國家重大規劃的機遇，努力建設「八大中
心」，以創新驅動發展，讓香港經濟社會各
方面發展真正成為國家發展的有機部分，為
實現國家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貢獻香港力
量。

香港要承擔強國建設責任 把握機遇共襄民族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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