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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感言當選感言：：既是榮譽亦是機遇既是榮譽亦是機遇
唐英年唐英年晉政協常委晉政協常委

新一屆全國政協常
委今日選舉產生，6位新

任港區全國政協常委來自
政界、工商界、傳媒和醫療衛
生等不同領域，他們都希望各
展所長，為國家和香港的發展
建言獻策。新任港區全國政協
常委、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表
示，他會充分抓住這個機會，
好好利用全國政協這個平台，
促進香港與內地在社會、經濟
和民生上的發展。

【本報記者石璐杉、陳錦
輝北京十一日電】

委員期新屆常委不同範疇建言

林樹哲，1949年於福建出生，全國政協委員、香港著名實業家
，南益集團董事總經理，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

林樹哲在上世紀70年代定居香港，先後當過雜工、看過倉庫、
送過貨物，以後全面出掌南益織造業。林樹哲熱心社會活動，先後
擔任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全國僑聯委員、中國光彩事業促進會常務理事，福建省政協常委；
以及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香港
黑龍江經濟合作促進會會長等社會職務。他的南益集團是一家多元
化企業集團，經營範圍涉及針織、製衣、房地產、機械製造等行業
，年產值達數十億元，員工數萬人。集團自1980年起在內地投資，
參加國家建設，並大量捐贈教育及慈善公益事業，捐款總額已逾3
億元。林樹哲積極支持祖國文教科技、體育衛生事業的義舉，先後
捐獻1.6億元興建147所大中小學、幼兒園、體育館及游泳館等。

胡定旭，1954年9月出生於香港，原籍廣東潮州，十二屆全國
政協常委、第十一屆、十屆、九屆全國政協委員，醫院管理局主
席，香港註冊會計師公會及英國特許會計師協會註冊成員，2008年
獲特區政府頒發金紫荊星章。

胡定旭早年畢業於香港華仁書院，1976年加入倫敦安永會計師
事務所，成為英國安永100多年歷史上第一位華人職員，2000年晉
升至安永中國及香港區主席。同年至2005年底，他先後擔任安永國
際董事局成員、安永會計師事務所遠東及中國區主席，期間他自
1999年起兼任醫管局成員，2004年被委任為醫管局主席至今。2005
年他退任安永中國及香港區主席，並與陳德霖、李金鴻創辦非牟
利機構香港智經研究中心，擔任主席。另外，他在2010年至今擔任
香港總商會主席，亦是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關愛基金督導委員
會委員、大珠三角項目委員會委員、中國聯合國協會董事局成員
等。

【本報記者陳錦輝北京十一日電】全國
政協常委的名單正式出爐，當中港區全國政
協常委中有6名 「新丁」。有連任的全國政
協常委表示，對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當選常
委感到高興，相信對方為內地的法制和工商
作貢獻，又指政協會繼續肩負監察政府和建
言獻策的角色。有全國政協委員則表示，新
一屆政協常委來自不同專業界別，相信能在
國家發展的不同範疇上提供有用建議。

對於唐英年晉身常委，全國政協常委陳
永棋表示，唐英年身為前政務司司長，顯示
內地重視香港的前官員，他對唐英年成為常
委感到高興，認為唐英年會對內地法制、工
商等方面作出貢獻。

全國政協常委戴德豐表示，對自己再度
當選常委感到高興，未來有更大的責任服務
國家。他指出，全國政協在國家的發展中起
到監察作用，並向國家建言獻策，減少政策

上的失誤。

讚唐對社會貢獻大
全國政協常委何柱國讚揚唐英年對社會

有很大貢獻，而且人脈甚廣。何柱國認為，
出任政協常委與屬於什麼營並無關係，很多
支持唐英年出任全國政協常委的人，同時亦
支持梁振英出任行政長官。

全國政協委員盧文端認為，政協常委的
建議名單十分合理，各界別分布、性別的比
例都合理。對於唐英年出任常委，盧文端指
出，唐英年有多方面不同的經驗，相信他會
對國家有貢獻。他又大讚唐英年是顧全大局
的人，十分有風度，現在加入全國政協，相
信對方可更積極支持特區政府施政。

全國政協委員譚耀宗指出，政協常委的
建議名單已經過長時間審議，新當選的常委
都有服務社會的經驗，對國家發展有多年的

貢獻，又相信唐英年成為常委可提出有用的
意見。譚耀宗又希望新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可
以同心同德，一同參政議政。

全國政協委員田北俊認為，
常委最重要是對社會作出貢獻，
而過往不少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
政協委員工作多年，香港市民對他
們的認識仍不深，他希望人大代表和政協委
員多做工作。至於政協常委中有不同界別的
代表，是否要平衡各方的勢力，田北俊認為
，這並非中央的考慮，相信中央挑選人選是
考慮其能對國家作出的貢獻。

全國政協委員施榮懷相信，常委來自不
同專業界別，有助國家經濟和其他專業範疇
上的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胡經昌表示，新一屆政協
常委中，港區常委都有一定分量，且與香港
和內地的接觸甚多，相信有助國家的發展。

殷曉靜，1956年8月出生，河北昌黎人，畢業於法國國立洛林
理工學院，研究生學歷，工學博士，教授。現任中央政府駐港聯絡
辦副主任。

1975年3月殷曉靜投身社會工作，1975年成為北京市順義縣木
林公社知青，一年後轉為鐵道部直屬房管段工人。其後，殷曉靜先
後獲得北京鋼鐵學院冶金系學士學位、北京鋼鐵學院熱能系碩士學
位，成為北京鋼鐵學院熱能工程系教師。殷曉靜於1994年完成法國
國立洛林理工學院博士研究生課程後，任北京科技大學熱能工程系
副主任、研究生院副院長、副校長，其後再任冶金工業部人事教育
司、國家冶金工業局人事司副司長、中央企業工委組織部副部長、部
長，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企業領導人員管理二局局長。

2003年，殷曉靜出任中央統戰部三局局長，並於2010年出任中
聯辦副主任。

唐英年，1952年在港出生，籍貫中國江蘇無錫，十二屆全國政
協常委。唐英年生於紡織業世家，祖父唐君遠曾任上海市政協副主
席，父親唐翔千是香港著名紡織業富商。與妻子郭妤淺於1984年結
婚，育有一子三女。

唐英年中學時就讀於香港培正中學，1975年於美國密歇根大學
完成學業，獲頒文學士學位，返港後，在父親開辦的 「半島針織廠
」工作。唐英年從政經驗豐富，1991年以功能界別成為立法局（現
稱立法會）議員，開始踏上政壇。1995年出任香港工業總會主席，
同年成功連任立法局議員。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獲首任行政長官
董建華委任為行政會議成員，2002年正式棄商從政，出任香港工商
及科技局局長，期間洽談和簽署CEPA協議，2003年升任財政司司
長，2007年擔任政務司司長，2011年辭去政務司司長等職務後正式
宣布參選2012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但最終落選。

李家傑，1963年在港出生，原籍廣東順德，是香港恒基兆業創
辦人兼董事局主席李兆基的長子，香港企業家，十二屆全國政協常
委、十一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李家傑1969年就讀聖保羅男女小學，1977年往英國Keele大學
修讀電腦系，1985年李家傑在英國大學畢業後，即返港加入恒基做
董事，主力負責內地業務，現任恒基地產董事局副主席、恒基中國
董事長及行政總裁、中華煤氣董事等職銜。篤信佛教，熱愛中國文
化的李家傑近年將精神放在慈善事業上，先後在2007年及2008年成
立 「李家傑珍惜生命基金」及 「百仁基金」，更曾在2007年獲中國
民政部頒發 「最具愛心慈善捐贈個人獎」。李家傑在2009年獲香港
大學頒發名譽大學院士學位。

劉長樂，1951年於上海出生，現任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兼行政
總裁、香港亞洲電視股東，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

劉長樂1970年中學畢業後往蘭州製藥廠工作，1980年畢業於北
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1983年進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先後擔任記者、編輯及新聞評論員，多次參與重要國事及重大事件
的報道和評論。1996年，劉長樂旗下的今日亞洲有限公司，與澳洲
傳媒大亨梅鐸屬下衛星電視有限公司，及中國中央電視台屬下華穎
國際有限公司，攜手創立鳳凰衛視；2000年改為鳳凰衛視控股有限
公司，在香港聯交所創業板上市，在其領導下，鳳凰衛視已發展成
為擁有6個電視頻道、互聯網、周刊、出版、廣播、教育和戶外電
子大熒幕等多元化的媒體集團和上市公司。他在2007年榮獲該年度
的 「中國十大傳媒創新領軍人物之特別貢獻獎」，成為該年唯一獲
此殊榮的傳媒從業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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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淑清 劉長樂 劉漢銓

李澤鉅 李家傑 吳光正

何柱國 余國春 陳永棋

林樹哲 鄭家純 胡定旭

洪祖杭 殷曉靜

唐英年 戴德豐

16名港區
全國政協常委得票
（以簡體姓名筆畫排列）
姓名

伍淑清

劉長樂

劉漢銓

李澤鉅

李家傑

吳光正

何柱國

余國春

陳永棋

林樹哲

鄭家純

胡定旭

洪祖杭

殷曉靜

唐英年

戴德豐

贊成

2181

2168

2187

2168

2185

2186

2178

2184

2187

2182

2187

2179

2186

2187

2178

2180

反對

7

18

1

20

3

2

10

4

1

6

1

9

2

1

8

8

棄權

1

3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

1
註：實到委員人數2194人，收回選票2192張，全國政協

常委投票中有效票為2189張，無效票3張

上屆16名港區全國政協常委中有6人今
屆不再連任，包括：行政長官梁振英、前中
聯辦副主任黎桂康、福建社團聯會永遠名譽
會長楊孫西、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新鴻基
地產非執行董事郭炳湘及已故愛國商人徐展
堂。6個港區全國政協常委的空缺今次全部
由新人填補，分別是：唐英年、中聯辦副主
任殷曉靜、恆基地產副主席李家傑、醫管局
主席胡定旭、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兼行政總
裁劉長樂和福建社團聯會主席林樹哲，加上
10名連任的港區全國政協常委，新一屆的港
區全國政協常委維持在16人（名單及得票詳
見表）。

港區共添六 「新丁」
唐英年表示，很高興能夠當選為全國政

協常委，認為既是榮譽亦是機遇。他解釋，
榮譽是由於支持者投他信任一票，對其經驗
和辦事能力予以肯定；至於機遇，則因為他
有在工商界和政府工作的經驗，相信未來對
國家發展，以及兩地關係上可起積極作用。
他強調，他會充分抓住這個機會，好好利用
全國政協這個平台，促進兩地在社會、經濟
和民生上的發展。他又感謝2000多名全國政
協委員支持他出任政協常委。

已是連續4屆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的胡定
旭表示，未來希望能夠繼續為國家出謀劃策
。除了長期擔任醫管局主席，胡定旭亦曾任
總商會主席和智經研究中心主席，有跨界
別的經驗。他說，希望在多方面提出多些意
見，尤其是如何幫助內地企業 「走出去」，
以及將海外企業 「引進來」，如何提高公司
管理水平以及推進醫療改革方面，能夠繼續
為國家提出多一些建議。同時胡定旭亦希望
擔當香港與內地之間的橋樑，促進兩地交流
溝通。

作為福建社團的領軍人物，林樹哲表示
，未來要不斷學習，提升自己，多為國家和
香港服務，盡心盡力做實事。林樹哲亦指出
，香港的周邊地區發展非常迅速，未來香港
一定要謀劃長遠發展，更深入推動和內地的
合作，他也希望在這方面能夠多出力。

劉長樂

李家傑

林樹哲

胡定旭

殷曉靜

唐英年

唐唐獲一票？
全國政協的選舉採取等額投票，據了解

，如果名單上有委員認為不適合的人選，可
將其剔出來，然後再寫上心儀的人選。今日
全國政協副主席除了名單上的23人外，在另
外人選中就赫然出現了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
的名字，唐唐最終獲得1票支持。而在全國
政協常委的另外人選中，國際功夫巨星成龍
亦獲得了3票支持。

【本報北京十一日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