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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梁振英先生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主任

楊崇匯先生

中央統戰部副部長

林智敏女士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副主任

殷曉靜女士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 佟曉玲女士
蔡永中大校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副政委
全國政協委員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席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 譚錦球

陳清霞

尊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梁振英特首及夫人、
尊敬的全國政協楊崇匯主任、中央統戰部林智敏副部長、
中聯辦殷曉靜副主任、外交部駐港公署佟曉玲署理特派員、
解放軍駐港部隊蔡永中副政委，
尊敬的各位來賓、各位委員：
大家好！今天我們在這裡隆重舉行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第五屆理事會就職典禮，我感到
十分振奮。尤其是來自中央、特區政府和內地省市的領導蒞臨大會，令我們深受鼓舞。在此謹代
表聯誼會向各位嘉賓在百忙之中出席今天的典禮表示衷心的感謝。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是香港愛國愛港團體。長期以來，在全國政協、中央統戰部、中央
政府駐香港聯絡辦、特區政府以及社會各界的支持下，高舉愛國愛港旗幟，以 「服務國家、服務
香港、服務委員」為宗旨，捍衛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支持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為香港
的繁榮穩定做出積極貢獻，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可，國家領導人的表揚。
港區政協委員的職責在於參政議政，發揮溝通聯繫內地和香港的橋樑紐帶作用，促進兩地的
經濟文化交流合作。政協委員是香港愛國愛港的骨幹力量，有責任、有義務維護一國兩制，維護
基本法、宣傳基本法，推動基本法在港實施。
兩年來，聯誼會通過舉辦座談會、諮詢會、民意調查、新聞發布會等形式，支持全國人大關
於香港普選行政長官的決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推進普選。對於去年發生的違法佔中事件，聯誼
會通過簽名、走上街頭等形式發出正義聲音，堅決反對給香港造成不穩定的行為。
去年5月，港區政協聯誼會組團訪京，中央領導和有關方面充分肯定聯誼會工作，使我們深
受鼓舞。
我本人作為聯誼會主席，十分珍惜理事和委員們的信任和支持，亦盡職盡責，與會長和理事
們一道為會務興盛作出不懈努力。此次本人再次當選聯誼會主席，更加感到責任重大，我將與本
會全體同仁一道，團結進取，奮發有為，為國家和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更大貢獻。
最後，感謝各位領導、嘉賓的到來。祝你們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尊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梁振英特首及夫人，
尊敬的全國政協楊崇匯主任、中央統戰部林智敏副部長、中聯辦殷曉靜副主任、
外交部駐港公署佟曉玲署理特派員，解放軍駐港部隊蔡永中副政委，
各位嘉賓、各位委員、各位朋友：
大家好！歡迎各位蒞臨出席本會第五屆理事會就職典禮，我謹代表港區省級政
協委員聯誼會對各位的到來和支持，致以最衷心的感謝！
兩年前，我從本會創會領導手中接棒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第四屆理事會會
長，兩年間在全國政協、中央統戰部、中聯辦、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的支持
下，第四屆理事會與本會全體同仁團結一致，秉承創會領導開闢的道路， 「服務國家、服務香港、服務委
員」，銳意進取，改革創新，會務得到蓬勃發展，取得了驕人成績。
兩年來，本會先後舉辦了150餘場活動，推動成立了資深會員事務委員會，以進一步團結凝聚800多位退
任委員，繼續為香港為國家出力發光。本會重視青年工作，搭建了香港政協青年聯會這一嶄新平台，傳承
愛國愛港精神和事業。我們還籌備成立了政制及內地事務委員會、文娛委員會、體育委員會、義工委員
會，會務進一步拓展。與此同時，本會各團體會員會務活躍，新增團體會員深圳市政協歷屆港澳委員聯誼
會、雲南省政協港澳委員聯誼會，本會在港的愛國愛港團結面進一步擴大。
在過去的兩年裡，本屆理事會多次訪問內地，發揮兩地文化經濟溝通交流的橋樑作用，先後組團到福建、
湖北、安徽、貴州、黑龍江、湖南等地考察。本會青委會組團拜訪澳門，外委會更組團訪問歐洲四國。
政改是香港的大事，本會堅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推進政改，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在兩輪政改
諮詢工作中，本會共提交了過千份建議書，並通過舉辦講座、民意問卷調查、新聞發布會、媒體報刊建
言、刊登廣告等形式，傳播正能量。目前，極端勢力仍然痴心妄想，企圖推翻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港
獨勢力還在蠢蠢欲動，破壞兩地良好關係，對此，本會旗幟鮮明地表示反對。歷史大勢，浩浩盪盪，勢不
可擋，這些倒行逆施必將受到香港市民和歷史的唾棄，香港的明天必將更加美好。
2014年，香港經歷了極不尋常一年，本會自初期即加入 「
反佔中大聯盟」，多位首長更擔當發起人和發言
人。我們還利用大多數社團領袖都是本會委員的優勢，積極發揮委員的核心作用，廣泛深入團結帶領市民，
走上街頭，不做沉默的大多數，匯聚成愛國愛港力量的強大洪流。在 「
八一七大遊行」中，本會委員共有超
過1500人參與其中，頂着烈日，揮灑汗水，把本會愛國愛港的立場口號響亮喊出。在曠日持久的佔中運動尾聲，
本會專門組團探訪慰問香港警察。
2015年3月，在全國政協開幕會上，俞正聲主席在向大會報告工作中，專門提及本會，這是本會再次被寫
入國家報告，這是對本會的充分肯定，也是對本會的鼓勵，激勵我們以更大的決心，更大的努力，為國家為
香港做出更大的貢獻。
幸得全體同仁信賴，推舉本人擔任第五屆理事會會長，倍感榮幸之餘，我將繼續貫徹本會 「服務國
家、服務香港、服務委員」的宗旨，曠境展高懷，勵精行圖治，為聯誼會工作再上層樓盡職盡責，同時，
繼續堅定捍衛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支持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為國家的繁榮穩定為香港的和平發
展，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中國夢做出貢獻。
最後祝各位工作順利，身體健康，閤家幸福！謝謝！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第五屆架構（2015-2017）
榮 譽 會 長：董建華
創 會 主 席：戴德豐
創會會長：林樹哲
創會副會長：方 鏗 杜惠愷 林海涵 陳清霞 傅金珠 譚錦球
創會秘書長：盧溫勝
榮譽副會長：黃華康 曹其鏞 劉宗明
會 務 顧 問：涂輝龍 梁偉浩 楊 勳 李金松 容永祺 霍震宇 黃龍德
主
席：陳清霞
會
長：譚錦球
常務副會長：傅金珠 梁亮勝 鄭翔玲 施榮懷 丁午壽 董瑞葆
副 會 長：余鵬春 顏純烱 曹其東 李德麟 張學修 鍾瀚德 陳偉燊 朱銘泉
秘 書 長：黃華康
司
庫：徐 莉
副秘書長：張心瑜
總 幹 事：王新友
義務法律顧問：楊麟振
義務核數師：陳維端

常務理事（49人）
施榮懷（北京）
李嘉音（吉林）
張心瑜（南京）
王忠桐（江西）
鍾瀚德（湖南）
陳偉燊（四川）
李學盟（寧夏）

陳清霞（天津）
徐 莉（吉林）
李德麟（浙江）
朱銘泉（山東）
楊志紅（廣東）
李 蓉（成都）

楊 勳（河北）
王路達（長春）
沈墨寧（杭州）
謝建明（濟南）
余鵬春（廣東）
魏鳳英（貴州）

莊金洲（山西） 陳健文（內蒙古）王樂得（遼寧） 劉松燦（瀋陽）
吳銀龍（黑龍江）黃華康（黑龍江）古仁義（哈爾濱）曹其東（上海）
徐鳴翔（寧波） 桂四海（安徽） 顏純烱（福建） 劉與量（福建）
尹德勝（青島） 林大輝（河南） 梁亮勝（湖北） 謝俊明（湖北）
傅金珠（廣州） 林立方（深圳） 譚錦球（廣西） 張學修（海南）
伍 濱（雲南） 鄭翔玲（陝西） 余 昆（西安） 陳端亮（甘肅）

理

李紹強（大連）
丁午壽（江蘇）
王少華（廈門）
陳 潔（武漢）
董瑞葆（重慶）
吳漢忠（青海）

事（260人）

李 胥（北京） 施榮懷（北京） 杜家駒（北京） 閔麗華（北京） 楊莉珊（北京） 陳清霞（天津） 錢果豐（天津） 沈家燊（天津）
杜偉強（天津） 鍾聲堅（天津） 吳來盛（天津） 吳學民（天津） 楊 勳（河北） 高彥明（河北） 屈 恩（河北） 蕭聖立（河北）
侯慶虎（河北） 曾智雄（河北） 莊金洲（山西） 姜利輝（山西） 蔡彬彬（內蒙古）陳健文（內蒙古）蔡曜陽（內蒙古）王樂得（遼寧）
盧 鏗（遼寧） 伍威全（遼寧） 麥紹棠（遼寧） 李惠森（遼寧） 何超蕸（遼寧） 林飛康（遼寧） 吳旭洋（遼寧） 劉松燦（瀋陽）
趙明華（瀋陽） 李紹強（大連） 潘繼澤（大連） 邵公全（大連） 李嘉音（吉林） 徐 莉（吉林） 王 旗（吉林） 劉作斌（吉林）
彭 華（吉林） 王金獅（吉林） 王路達（長春） 劉小明（長春） 吳銀龍（黑龍江）羅富昌（黑龍江）賴亞成（黑龍江）余國賢（黑龍江）
魏明德（黑龍江）高佩璇（黑龍江）黃華康（黑龍江）古仁義（哈爾濱）英 煒（哈爾濱）曹其東（上海） 孔令成（上海） 葉溫金燕（上海）
關百豪（上海） 李德禎（上海） 林建康（上海） 趙國雄（上海） 屠海鳴（上海） 丁午壽（江蘇） 蕭暉榮（江蘇） 馬忠禮（江蘇）
石 田（江蘇） 陳慧鈺（江蘇） 洪天祝（江蘇） 黃煥明（江蘇） 劉學進（江蘇） 張心瑜（南京） 唐偉年（南京） 楊高才（南京）
莊克服（南京） 包陪慶（浙江） 李德麟（浙江） 詹耀良（浙江） 陳仲尼（浙江） 楊麟振（浙江） 陸雅儀（浙江） 周光暉（浙江）
沈墨寧（杭州） 陳伯滔（杭州） 徐鳴翔（寧波） 趙亨文（寧波） 桂四海（安徽） 顏純烱（福建） 劉與量（福建） 林民盾（福建）
林文僑（福建） 陳隆基（福建） 吳玲玲（福建） 吳換炎（福建） 葉建明（福建） 俞培俤（福建） 黃賽琴（福建） 施清流（福建）
施維雄（福建） 陳杭生（福建） 王少華（廈門） 陳榮旋（廈門） 林龍安（廈門） 吳秋北（廈門） 蔡良平（廈門） 施佳汶（廈門）
王忠桐（江西） 匡 耀（江西） 吳輝體（江西） 林衛東（江西） 朱銘泉（山東） 王家惠（山東） 孔黛碧（山東） 劉士凱（山東）
陳漢才（山東） 宮瑞卿（山東） 楊世杭（山東） 聶海燕（山東） 張震遠（山東） 朱新勝（山東） 王富剛（山東） 劉 央（山東）
韓 兵（山東） 程廣輝（山東） 鄭和國（山東） 施教益（山東） 王殿杰（山東） 謝建明（濟南） 佘靜雯（濟南） 尹德勝（青島）
周偉淦（青島） 佘靜怡（青島） 楊紹東（青島） 林大輝（河南） 梁高美懿（河南）楊力民（河南） 施榮怡（河南） 梁亮勝（湖北）
謝俊明（湖北） 李子良（湖北） 王冬勝（湖北） 唐子恩（湖北） 熊漢生（湖北） 陳新林（湖北） 林富強（湖北） 戴錦文（湖北）
林興識（武漢） 陳 潔（武漢） 胡越高（武漢） 陶 林（武漢） 鍾瀚德（湖南） 張佐姣（湖南） 高克寧（湖南） 劉勝輝（湖南）
吳太和（湖南） 戴德豐（廣東） 楊志紅（廣東） 余鵬春（廣東） 王賜豪（廣東） 陳步濤（廣東） 陳卓賢（廣東） 葉華能（廣東）
朱海軍（廣東） 張國榮（廣東） 鄭合明（廣東） 鄭通亮（廣東） 劉劍明（廣東） 郭澤偉（廣東） 楊國強（廣東） 吳惠權（廣東）
吳哲歆（廣東） 吳火豪（廣東） 吳遠溪（廣東） 李勝堆（廣東） 黃順源（廣東） 蕭七妹（廣東） 廖榕就（廣東） 陳 卓（廣東）
黃鐵城（廣州） 傅金珠（廣州） 劉 軍（廣州） 陸志峰（廣州） 黃俊康（廣州） 陳維端（廣州） 呂耀華（廣州） 耿樹森（廣州）
業幸平（廣州） 徐美雲（廣州） 林立方（深圳） 馬鴻銘（深圳） 蔣麗婉（深圳） 李治民（深圳） 李 華（深圳） 楊旺堅（深圳）
馬少福（深圳） 崔 強（深圳） 陳國雄（深圳） 黃 健（深圳） 王明凡（深圳） 譚錦球（廣西） 王惠貞（廣西） 鄧清河（廣西）
李君豪（廣西） 吳維新（廣西） 何志佳（廣西） 汪林冰（廣西） 周凱旋（廣西） 蔡加讚（廣西） 李 進（廣西） 楊奮彬（廣西）
鄭松興（廣西） 朱殿安（廣西） 張學修（海南） 張泰超（海南） 韓陽光（海南） 莫海濤（海南） 符傳軍（海南） 盧業樑（海南）
陳明謙（海南） 蔡 敏（海南） 潘家德（海南） 朱鼎健（海南） 路和平（海南） 董瑞葆（重慶） 馬亞東（重慶） 黃祖仕（重慶）
李劍波（重慶） 吳永嘉（重慶） 陳偉燊（四川） 張家點（四川） 洪清宜（四川） 劉展灝（四川） 鄭 旭（四川） 李 蓉（成都）
洪清鵬（成都） 林澤權（成都） 閻小穎（成都） 薛水和（成都） 魏鳳英（貴州） 蔡玉強（貴州） 鄧小宙（貴州） 伍 濱（雲南）
王 兟（雲南） 莊哲猛（雲南） 李紅紅（雲南） 莊小峰（雲南） 甘錦成（雲南） 李應生（雲南） 鄭翔玲（陝西） 劉 娟（陝西）
許智明（陝西） 孫立明（陝西） 余 昆（西安） 許 亮（西安） 趙東平（甘肅） 陳端亮（甘肅） 馮翠屏（甘肅） 張洪秀美（青海）
吳漢忠（青海） 陳慶梓（寧夏） 鄭俊武（寧夏） 李學盟（寧夏）

工作委員會
會員事務委員會
主 任：劉與量
常務副主任：鄭 旭
副主任：唐子恩 莫海濤 王路達 陳端亮
社會事務委員會
主 任：鄧清河
常務副主任：英 煒
副主任：陳慶梓 孫啟烈 陳健文 吳惠權
莊哲猛
經濟委員會
主 任：李子良
常務副主任：洪小蓮
副主任：周偉淦 吳宗權 魏明德 黃炯強
外事委員會
主 任：林立方
常務副主任：劉 娟
副主任：劉陳小寶 尹德勝 李紹強 葉溫金燕
學習及文化委員會
主 任：王少華
常務副主任：蕭暉榮
副主任：伍 濱 古仁義 馬鴻銘 廖榕就
專業委員會
主 任：羅君美
常務副主任：周伯展
副主任：葉維晉 丁良輝 鄭淇德 王賜豪
陳曉峰 葉禮德 何家駒
青年委員會
主 任：曾智雄
常務副主任：蔡加讚
副主任：呂聯勤 陸 海 葉振都 陳寧寧
楊華勇 吳傑莊
婦女委員會
主 任：蒙美玲
常務副主任：陳 潔
副主任：魏鳳英 李 蓉 彭徐美雲 卓歐靜美
政制及內地事務委員會
主 任：王惠貞
常務副主任：李惠森
副主任：李劍波 程廣輝 李學盟 吳學民
資深會員事務委員會
主 任：容永祺
常務副主任：王明凡
副主任：王緒亮 李 宏 李雨川 李佳林
曾 琦 曾正麟 賈小俊 黃龍德
文娛委員會
主 任：鄺美雲
常務副主任：黃惠珍
副主任：李敬天 余錦坤 張俊勇 雍 慧
體育委員會
主 任：馬浩文
常務副主任：吳永嘉
副主任：朱鼎耀 王寬達 洪游奕 程建武
義工委員會
主 任：張芯瑜
常務副主任：蘇永安
副主任：楊政龍 李大成 賈鴻清 李俊文

莊金洲
侯慶虎 韓 兵 許 亮 楊奮彬 郭澤偉 馬春玲
韓陽光
吳哲歆 林民盾 王樂得 羅富昌 徐鳴翔 施清流 林發耿 貝鈞奇 熊漢生
王忠桐 李嘉音
李紅紅 林天福 朱殿安 孔令成 王嘉恩 陳丹丹 楊海燕
孔黛碧 黃 健
張洪秀美 傅森林 潘慶基 陳淑玲 戴錦文 余大偉 曾光宇 英子華
沈墨寧
郭啟興 魯 薇 周轉香 楊力民 楊偉誠 施維雄 吳建芳 陳榮璇 吳靜怡
楊麟振 杜偉強 謝俊明
陳曦齡 李君豪 杜家駒 林建康 吳港平 龔永德 施若龍 王紹恆 何教忠

劉坤銘 匡 耀 關錦添 朱俊浩 霍啟剛 王育民 林智彬 李蕊而 鄧灝康
董吳玲玲
陳雅輝 吳 慧
黃少康
孫立明 郭基煇 羅正杰 趙式明 呂聯樸 陳澤銘 陳東岳 朱立夫
范瑞方 李金松 簡松年 許奇鋒 吳守基 翟慶黨
吳漢良 林德亮 周 崑 侯東海 陳 文 袁金浩 梁 麟 梁文匡 許華傑
鄧月玲 謝 浪 趙曾學韞
潘浩文 孫敬安
李惠貞 關永恆
胡文新 霍啟山
薛 輝 方仁德 謝天健 盛品儒 林玉茵 何猷啟 高曉榮 鄭詩韻
張雅麗 蕭雲昇
傅廷美 彭 華 普慧艷 楊高才 李惠中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基金會
永遠名譽會長：張永珍
創 會 主 席：戴德豐
主
席：陳清霞
名 譽 會 長：梁亮勝
名 譽 顧 問：呂聯勤
副 主 席：鄭家純
吳維新
潘浩文
董
事：杜惠愷
楊超成
李德麟
司
庫：徐 莉

（排名不分先後）

黃志祥 新 穎 譚錦球 鍾瀚德 蔡加讚 謝慶松
林樹哲
劉志強 鄧清河 高彥明
霍震宇 桂四海 王寬達
洪祖杭 方 鏗 包陪慶
陳 潔 曾智明 林建岳
馬浩文
林海涵 傅金珠 董瑞葆
劉鐵成 張松橋 劉慰慈
陳偉燊 黃華康 呂聯樸
法律顧問：楊麟振

蔣麗婉 杜家駒 吳宗權 吳銀龍 王惠貞 馬鴻銘 朱殿安 王明凡
王 銘
鄭翔玲 丁午壽 顏純烱 陳紅天 馬忠禮 楊 勳 鄭 禕 鄭建山
朱李月華 陳成秀 曾 琦 李文俊 許崇標 劉陳小寶 鄭明明 黃惠珍
盧溫勝 涂輝龍 霍震宇 余鵬春 林銘森 陳進強 林華國 朱銘泉
李子良 林興識 王再興 徐 莉 朱林瑤 施榮懷 曹其東 張學修
王少華 李 蓉
秘 書：邢文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