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家超首先代表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熱烈祝
賀習近平主席全票當選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
他說，這代表人心所向，代表人民的信任、擁護和
依託，亦代表習主席領航中國進入新階段。他說，
共同奮鬥，是中國人民的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力
量，他感到很鼓舞，亦很振奮。他同時祝賀每一位
當選的領導人，並表示會利用好不同機會，向領導
人反映香港的狀況，希望爭取他們對於特區政策的
支持。

李家超介紹，在列席閉幕會後，他會利用一星
期時間拜會中央部委和機構，就不同政策交換意
見，亦希望爭取不同部委及機構，在了解香港的實
際情況下，盡量支持香港的施政和不同政策。

八位局長參與部分行程
李家超是次訪京共有八位政策局局長參與部分

行程，包括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

正宇、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丘應樺、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教育局局長蔡若
蓮和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等。李家超說，八
位局長代表了十五個政策局中超過一半的局長，以
顯示他重視這次在通關後到北京拜訪不同的政策領
導人的機會，以交換意見，希望爭取多些支持特區
的政策決定。

李家超將於3月18日返港。在他離港期間，由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署理行政長官職務。

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出發前往北京，今日
列席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閉
幕會，並將在之後的一星期拜會中央部委和機
構，就不同政策交換意見。他昨日在機場會見
傳媒時表示，熱烈祝賀習近平主席全票當選國
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他將向領導人反映香
港的狀況，希望爭取他們支持特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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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以 「兩會
有感」 為題發表網誌。他引述今年全國兩會確定全
年經濟發展的多項目標，指出中央為推動高質量發
展指明路徑，提出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強、推動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等具體意見。他又
說，香港的發展正值關鍵階段，在 「愛國者治
港」 局面更加穩固的形勢下，香港要集中精力
資源，心無旁騖的全力發展經濟，全面推進高
質量發展的目標。

開闢發展新領域新賽道
陳茂波表示，香港發展也正值關鍵階段，更

加要集中精力、集中資源，心無旁騖的全力發展
經濟，全面推進高質量發展的目標，透過科技創
新、模式創新、制度創新，力求推進經濟的多元
化和縱深發展。 「既要讓香港金融市場保持創新
動力和蓬勃發展，以鞏固及提升國際金融中心的
優勢，也要高度重視統籌發展與安全。」

陳茂波續說，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不斷演
變之際，既要讓香港金融市場保持創新動力和蓬勃
發展，以鞏固及提升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也要高

度重視統籌發展與安全。與此同時，特區政府將全
力加速科技創新及應用，以落實高增值發展的內
涵，並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開闢發展新領域、新

賽道，開拓新動能、創出新優勢。不論是人工智
能或生物科技，又或數字經濟、第三代互聯網或
國際綠色科技及金融中心，我們既要穩中求進，
但更要不失時機穩步快進推動發展，力求貫徹以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來推動高質量
發展。

陳茂波認為，在「愛國者治港」偉大實踐中，
我們要將「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靈活結合，創
新香港的發展模式，推動經濟多元發展，發揮好
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和市場規則，與已發展國家的
法治體系、市場體系相銜接，在國際經濟市場上
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

陳茂波堅信，香港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
有國家的堅實支持，加上我們的奮發有為，必定
能激發新動能、迎來新飛躍。

陳茂波：心無旁騖 全力發展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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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五年是香港開創新局面，實現新飛躍
的關鍵期。

▲李家超昨日前往北京，將列席今日舉行的第十四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閉幕會。 中新社

▲特區政府將全力加速科技創新及應用，以落實高增值發展
的內涵。

【大公報訊】2023年3月10
日上午，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
議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習近平全
票當選為國家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
梁愛詩對此表示祝賀，她指，香
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習主席的
當選，對香港的未來是個喜訊。

梁愛詩表示，去年7月1日，
習主席在港發表重要講話，可見
他對香港的關懷和重視。習主席
把 「一國兩制」 在港的成功實
踐，看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
的重要部分，增加香港人對國家
的使命感。這十年來，中央政府
的全面管治權和特區的高度自治
權得到統一銜接， 「一國兩制」
漸趨成熟，國家安全得到保障，
「愛國者治港」 的政治倫理得到
落實。

讓市民生活更美好
梁愛詩指出，習主席在七一

講話中提出 「四點希望」 ，其中
要求特區切實排解民生憂難，和
他2012年的講話完全一致。當
前，香港最大的民心，就是盼望
生活變得更好，盼望房子住得更
寬敞一些、創業的機會更多一
些、孩子的教育更好一些。 「民
有所呼，我有所應。」 相信在
習主席的領導下，香港特區必然
能夠落實他的希望，讓市民的生
活更美好。

梁愛詩續指，過去三、四年
經歷社會動盪，疫情肆虐，帶給
香港同胞清晰的醒覺，我們需要
一個穩定有序的社會。沒有中央
政府給香港的支持，香港如何能
由亂到治，由治及興？未來五年
是香港開創新局面，實現新飛躍
的關鍵期。在習主席帶領下，令
香港可以更有信心抓住國家發展
帶來的機遇，主動對接 「十四
五」 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
「一帶一路」 高質量發展等國家
戰略，利用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
勢，發展經濟、科技、創新、文
化等業務，增強創造力和發展活
力。

特首：向中央部委介紹特區情況

歐盟干預香港司法獨立

龍眠山

對於歐盟官員就前支聯會成
員鄒幸彤等人被判刑說三道四，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昨日發表
聲明，堅決反對歐盟藉有關案件
粗暴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強調任何權利和自由都有法律規
定的明確界線，任何人都沒有凌
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特區政府
也指出，特區司法機構嚴格根據
證據和所有適用法律判案，任何
人詆毀香港法治，只會自曝其
短，絕對不會得逞。

前年初，警方國安處基於客
觀證據，合理懷疑支聯會是外國
政治代理人，要求其提交運作資
料以協助調查，這本來是正常執
法的舉動。但支聯會一方面自行
解散，企圖逃避法律責任；另一
方面又拒絕提交資料。多名支聯
會骨幹被控 「沒有遵從通知提供
資料」 罪，日前被法庭分別判囚4
個半月，可謂咎由自取。

正如法官在判刑時指出，維
護國家安全十分重要，被告拒交
資料影響警方查案，沒有任何減

刑因素。判刑向社會發出明確的
訊息，即法律不會容忍任何違法
行為。

歐盟為被告 「鳴冤叫屈」 ，
抹黑此案判決是所謂 「濫用法律
壓制基本自由」 云云，完全是強
詞奪理，但這一點都不會令人驚
訝，因為美西方一些國家和組織
最擅長採取雙重標準。但凡被告
是反中亂港分子，他們就一味包
庇，彷彿只要掛上 「民主 」 招
牌，就可以成為免罪金牌，就可
以為所欲為，這根本違背了最基
本的法治精神——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沒有任何人可以凌駕法律
之上。

香港是法治之區，法官根據
法律判案，不受任何干涉。任何
人不論背景、職業如何，只要是
犯了法，就會受到懲罰。歐盟官
員指手畫腳改變不了什麼，反而
暴露其偽善面目，也坐實了支聯
會正是外國政治代理人的身份！

▲3月12日，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五次全體會議。 新華社

今列席人大會議閉幕會 將拜會中央部委

國家邁向新征程 香港迎來新機遇
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今天勝利

閉幕，標誌着國家發展邁向新征程，同
時也是香港抓住國家新一輪發展機遇、
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新起點。行政長官
李家超昨日啟程赴京準備列席今天的閉
幕會，此後他還將用一個星期的時間拜
會多個中央部委和機構，就一些政策交
換意見，爭取更多支持香港發展的政
策。當前香港迎來前所未有的大好發展
時機，香港各界都要積極思考如何抓住
機遇，共同努力開創新的、更好的局
面。

中共二十大開啟中國式現代化建設
的新征程，今年是開局之年。今年全國
兩會確立了全年經濟發展的多項目標和
建議，包括全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
左右，以及着力擴大內需、加快建設現
代化產業體系、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
資、推動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等。尤其重
要的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強調 「牢牢
把握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 ，提出
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支持民
營經濟健康發展等具體措施等等，這些
都與香港息息相關。國家發展機遇擺在
眼前，關鍵是香港社會各界能否抓得

住、抓得牢。
當前香港正值加快發展的關鍵階

段，在愛國者治港形勢日益向好的情況
下，香港需要更加集中精力、集中資
源、集中智慧，心無旁騖地全力發展經
濟及改善民生。尤其要通過科技創新、
模式創新、制度創新，全力推進經濟多
元化和高質量發展；通過加快共建粵港
澳大灣區，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主動配合國家高質量發展，才能以
己之所長，貢獻國家之所需，不斷提升
自身競爭力。

另一方面，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
過程中，會遇到各種具體的事宜，需要
香港積極主動溝通、主動作為。舉例來
說，香港搶科技人才固然是面對全球招
賢，但內地人才肯定佔有很大比例，高
才通計劃的申請者八成來自內地，就是
最好的證明。沒有內地支持，香港發展
創科可以說是寸步難行。再以旅遊業為
例，兩地通關後，高鐵運輸亦將於下月
全面恢復，大量內地客來港消費，將為
香港經濟發展帶來源頭活水，有關事宜
同樣需要與相關部委提前溝通。

行政長官李家超此次赴京的一系列

行程，體現了新一屆特區政府積極作為
的態度，相信能為中央有關部委和機構
支持香港，創造更多、更好的條件，惠
及香港社會各界。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多處提到香港。
例如在對今年工作建議中指出：我們要
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
制」 、 「港人治港」 、 「澳人治澳」 、
高度自治的方針，堅持依法治港治澳，
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
制秩序，落實 「愛國者治港」、「愛國者
治澳」 原則。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兩會期間，中央多位領導人參加了港區
全國人大和政協的團組討論，對香港提
出了殷切期許。中央始終如一的堅定支
持，這是香港發展的信心和底氣所在。

在全面貫徹中共二十大精神的開局
之年，全國兩會進一步把全國人民的思
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共二十大作出的各項
決策部署上來，凝聚起強國建設、民族
復興的強大信心和力量。香港社會各界
要以此為契機，凝眾智、聚眾力，以時
不我待的精神狀態，全力推動由治及興
的發展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