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李慧琼表示，對
習近平主席的講話感到無比鼓舞。習主席在
講話中提及港澳工作，扎實推進 「一國兩制」
實踐、全面準確落實 「港人治港」 及高度自
治，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提供信心，再一次顯
示對 「一國兩制」 的決心及對香港發展長遠支
持，為香港未來發展打下強心針。

李慧琼指出，國家推動高質量發展，如何
做到科技自立自強是關鍵。特區政府及香港科
技界應該善用國家發展機遇，加強創科建設，
為國家高質量發展貢獻力量，同時推動香港經
濟發展，改善民生。

守正創新保持長期繁榮穩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霍啟剛表示，習主席的

重要講話中的 「推進強國建設，離不開香港、
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這句話，肯定了兩個特區
的重要性。香港需要做到守正創新，配合國家
發展。 「守正」 即堅守 「一國兩制」 ，而 「創
新」 可理解為配合時代需要， 「一國兩制」 應
按時代的需要不斷完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則
需要把握好有關方向，向全球展示我國法治保
障為香港帶來了繁榮，成為台灣的榜樣，支持
祖國統一工作。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錦良說，兩會期間，
聽取了政府、人大常委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

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報告，深刻感受到中央政
府對香港的重視和關切。他表示，會積極發揮
人大代表的作用，主動走進校園和社區做好
「兩會」 精神的宣講工作，發揮四個 「帶頭」

的作用。同時，力盡所能推動愛國教育，培養
更多德才兼備的優秀人才。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徐莉表示，兩會期間親
身參與實踐全過程人民民主，深刻體會到當中
的嚴謹性、邏輯性、連貫性、全面性和優越
性。她認為，未來五年是香港實現新飛躍關鍵
期，我們必須發揮自身優勢，提升香港在國家
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作用，着力提高治理水
準，切實排解民生憂難。她期望在回港後能用
「講故事」 的方式，將兩會的精神傳遞給香港

市民。
「從前的輝煌成就更堅定了我們這一代人

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決心與信心。」 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朱立威說，對於中央的高度重視，
香港應該以更積極作為的態度去全力做好經濟
發展，在國內國外兩個系統中發揮重要作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梁美芬表示，習主席再
三表達了對實施 「一國兩制」 的港澳地區的關
懷和寄望，希望我們能成為國家標誌性的城市
和國家的亮點。我們必須要落實好 「一國兩
制」 ，確保國家安全的基礎上全力發展制度優
勢，在金融法治和中西文化融合的獨特優勢上

協助國家開拓國際舞台。
「在兩會期間深切感受到中央對香港的真

切關懷。」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李聖潑表示，從
國家領導人的講話以至各份工作報告，我們可
見中央時刻都為香港謀劃、設想，香港應珍惜
這局面，增強興動能，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用好 「一國兩制」 、高度國際化的獨特優
勢，發揮自身所長，助力中國式現代化建設。

向市民傳遞兩會精神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毅表示，中央政府對

香港發展及香港同胞的支持關心，令他深刻地
認識到香港在國家戰略發展部署中的重要地
位。香港應切實發揮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的優勢，推動大灣區整體區域發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冼漢迪說，會積極發揮
作用，在港傳遞好兩會精神，推動落實 「愛國
者治港」 ，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壯大
愛國愛港力量。與此同時，作為創科界別代
表，他必定推動行業抓緊 「一國兩制」 的優
勢，配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文頴怡表示，團結就是
力量，奮鬥創造偉業，港區人大代表帶頭要做
的事，是整個愛國愛港中堅力量都應該做的
事，香港各界尤其青年人，要以守正創新的精
神，團結奮進，不負時代、不負韶華。

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13日早上
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閉幕會，國家主席
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多位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表示，中央時刻都為香港謀劃、
設想，香港應珍惜這局面，增強興動
能，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用好 「一
國兩制」 的獨特優勢。

他們又說，回港後會做好 「兩會」
精神的宣講工作，推動落實好 「愛國者
治港」 ，壯大愛國愛港力量。

習主席講話給港人帶來信心和力量
港區代表：中央時刻為香港市民着想

大公報記者 義昊、林雅雯

【大公報訊】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13
日勝利閉幕，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
多位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表示，習近平主席的講話
激勵香港各界重拾信心，繼續發揮好自強不息
的 「獅子山精神」 ，委員們將繼續發揮好 「雙
重積極作用」 ，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出力，為香港注入更多 「興」 的動
能，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更大貢獻。

全國政協常委蔡冠深認為，習近平主席始
終關心香港同胞福祉，牽掛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香港各界必須同心協力，發揮 「一國兩
制」 重大優勢，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並積極對接國家發展戰略，抓住粵港澳大
灣區機遇，參與 「一帶一路」 建設，充分發揮
「內通外聯」 的獨特角色優勢，善用自身所
長，貢獻國家所需。

支持特區政府解決民生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黃國表示，習主席的講話給

香港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作為全國政協委
員，他將繼續發揮好 「雙重積極作用」 ，為國
家經濟社會發展、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出力，講
好 「一國兩制」 故事，與特區政府攜手同心，
解決社會民生問題，為香港注入更多 「興」 的
動能，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更大貢獻。

全國政協委員施維雄表示，習近平主席的
講話激勵香港各界重拾信心，繼續發揮好自強
不息的 「獅子山精神」 。 「中國開放的大門只
會越開越大」 ，香港作為國家和海外交流互動
的 「橋頭堡」 ，發揮好自己長處，除了積極貢
獻國家，更能惠及每一位港人。此外，面對一
切利好因素，一旦忽略 「做」 這個字，必然
「冇運行」 。如何去做，當下最能出效果的，
無疑是香港特區和國家進一步加強互動交流。

全國政協委員林龍安指出，回顧過去十
年，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一
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
針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推進一系列重
大工作，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
難題，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
生歷史性變革，引領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
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鮮紅色文件夾 載滿熱情活力

責任編輯：劉仁杰 呂俊明 美術編輯：劉子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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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屆全國人大
一次會議昨日勝利閉

幕，在人民大會堂外，不少代表紛紛
手持一個個裝有大會紀錄的文件夾拍
照留念。文件夾中裝有政府工作報
告、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檢察院
工作報告，以及會議期間所審議的重
要議案等。文件夾採用了鮮艷的 「中
國紅」 ，大氣而莊重，象徵着全國人
民對於未來美好生活的憧憬，以及這
個國家的熱情與活力。其上寫有 「中
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

會議」 的字樣，莊嚴的國徽則位於文
字上方，提醒代表們要時刻履職盡
責。

流程高效更多時間討論
「今年的大會運作十分順暢，效

率提升了很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團團長馬逢國說，今年參加兩會令他
感觸最深的，是曾經會議上冗長的講
話都變為了精簡的發言，大部分講話
時間都控制在了半小時內，代表們有
更多時間討論，流程變得更為高效，

而這背後體現的，是所有代表、國家
有關部門，以及大會工作人員的共同
努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對於今年
的兩會同樣感觸頗多。他說，會議期
間，代表們都全情投入，分團會上大
家討論熱烈。在這背後，他看到的是
代表們的責任感，及對國家未來發展
的無限憧憬，同時也是全國人大作為
全國人民凝心聚力的平台，生動展示
了全過程人民民主實踐的優越性。

大公報記者義昊

▼

十
四
屆
全
國
人
大
一
次
會
議
勝
利
閉
幕
，
在
人
民
大

會
堂
外
，
代
表
們
手
持
裝
有
大
會
紀
錄
的
文
件
夾
拍
照

留
念
。

特稿

港
區
委
員
：
發
揮
﹁
獅
子
山
精
神
﹂

為
港
注
入
﹁
興
﹂
的
動
能

▲出席全國兩會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於3月13日深夜抵達香港。代表團副團長吳
秋北、陳勇等人在香港機場見傳媒，介紹此次參會情況。

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昨日
勝利閉幕，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發出
推動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動員令，吹響全面建
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進軍號。習主席指出，
「推進強國建設，離不開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

定」 。習主席的重要講話明確揭示了強國建設與
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內在邏輯關係，進一步表明
了中央堅定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 方針的決心，
對推動 「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具有深遠意
義。香港各界要深刻領會習主席重要講話精神，
深刻認識到香港肩負的使命責任，以只爭朝夕的
精神，推動香港全面發展，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在強國建設的進程中發揮香港獨特作用。

從現在起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
現代化強國、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全
黨全國人民的中心任務。習主席在講話中從五方
面闡述了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重點工作，包括
要扎實推進 「一國兩制」 實踐和祖國統一大業。
強調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方針，

堅持依法治港、治澳，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這是從歷史和全局的高度，深刻闡述 「一國
兩制」 的重大意義。香港社會各界要充分認識
到：第一， 「一國兩制」 不是權宜之計，而是事
關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事業的長遠之策，任何對 「一國兩制」 制度的質
疑，都是錯誤的也是不必要的；第二，保持香港
的繁榮穩定，是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應有之
義，中央必定會高度重視和支持，港澳必定會與
祖國一起努力奮鬥，實現強國建設的目標；第
三，在強國建設過程中，香港應該發揮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中央對此寄予厚望。 「一國兩制」
賦予香港獨特的地位和角色，這是香港可以 「以
己之所長、貢獻國家所需」 的根本所在。

習主席的重要講話，進一步指明了香港 「一
國兩制」 實踐的方向，堅定了香港各界團結一
致，全力以赴，推動各項事業向前發展的信心。
昨日，新任國務院總理李強在記者會上進一步指
出，中央政府將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
兩制」 方針，全力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全力支持香港、澳門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全力支持香港、澳門提高國際競爭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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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澳門的明天一定會更加美好！這三個 「全力
支持」 ，再次彰顯了中央對香港發展的無比關心
厚愛。

當前的香港，迎來前所未有的大好發展時
機。今年全國兩會確立了經濟發展的多項目標和
建議，政府工作報告強調了要着力擴大內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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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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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與香港緊密相關。如何抓住機
遇，乘搭國家新一輪發展的快車，是包括特區政
府在內的香港社會各界都要思考的課題。

事實上，特區政府已經在積極行動起來。昨
日，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列席閉幕會後，留京拜訪
不同部委和機構。與過往不同的是，此次拜訪的
部委多達10個，遠遠超過歷任行政長官拜訪的數
目；而在北京一共逗留7天，這也是歷任行政長官
同期在京最長的行程；此外，隨行政策局局長多
達8名，同樣是歷來陣容最大。這三個 「最」 ，一
方面凸顯李家超對推動香港發展的積極態度，另

一方面反映香港與內地各部門的合作越來越密
切，涉及的範圍越來越廣泛，國家支持香港發展
的力度也越來越大，這正是香港進一步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的有力體現。

發展是香港的立身之本，發展是解決一切問
題的金鑰匙。香港善用大好發展局面，就需要更
加集中精神、資源和智慧，心無旁騖地投入到發
展經濟和改善民生上來。正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近日指出，香港要通過科技創新、模式創新、制
度創新，全力推動經濟多元化和高質量發展；通
過加快共建粵港澳大灣區，更主動對接國家發展
戰略，更積極抓住國家發展帶來的機遇，以己之
所長，貢獻國家之所需。也唯其如此，香港才能
不斷提升自身競爭力，不斷鞏固國家賦予香港的
「八大中心」 定位。

縱觀歷史，香港發展的每一次飛躍，所取得
的每一項成就，都離不開內地因素和國家力量，
這是香港之所以成為 「福地」 的關鍵所在。如
今，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宏偉目標令人鼓舞，
催人奮進。香港各界要更加積極地行動起來，以
更飽滿的熱情，更大的承擔，投身新時代發展洪
流，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強國建設民族復興 香港肩負使命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