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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主席心繫香江
港深合作前景闊
2020年10月13日（星期二）

「香港發展一直牽動着我的
心。」國家主席習近平 2017 年視察
香港時，甫下機就向港人作出如此
「三個相信」、「四點始終」，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國家主席習近平過去
多次在公開講話中表達對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期望。多名政界
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國家多次提及大灣區及進行相
關研討工作，體現了中央對大灣區
及香港的關顧，香港應正面及主動
回應這份期望，積極參與大灣區發
展，把握機遇奉獻力量，推動大灣
區內各城市合理分工、功能互補，
做好被依託的角色，在前端面對世
界，後端支持深圳，成為兄弟城
市，推動更高水平深港合作。

是由習主席親自謀劃、親自部署、
親自推動的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習
主席都始終關顧着香港的未來，並
推動着「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
實踐，鼓舞着香港要抓住機遇，培
育新優勢，發揮新作用，實現新發
展，作出新貢獻。香港和深圳作為
大灣區裏的毗鄰城市，深港更高水
平的合作，有助兩者成為推動大灣
區建設的超級引擎，並為香港的經
濟增長注入新動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習近平 2017 年視察香港
「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家」
2017 年，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香
港，抵港時表示「香港發展一直牽
動我的心」，期望親身感受香港
發展的新變化。在行程中他更處處
展現其對香港的關愛與支持。
習近平當時指出，是次視察香港
主要有三個目的：一是表示祝福，
並衷心祝願香港再創輝煌；二是體
現支持，中央將一如既往支持香港
發展、改善民生；三是謀劃未來，
同香港各界一道總結經驗，展望未
來，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其後，他出席香港特區政府舉辦
的歡迎晚宴時發表重要講話，他寄
語港人要有「三個相信」：相信自
己、相信香港、相信國家。
「相信自己」方面，習近平表
示，香港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漁
村，發展成享譽世界的大都市，是
一代又一代香港同胞打拚出來的，
「香港同胞所擁有的愛國愛港、自
強不息、拚搏向上、靈活應變的精

神，是香港成功的關鍵所在。」他
相信，港人不僅完全有能力、有智
慧把香港管理好、建設好、發展
好，而且能夠繼續在國家發展，乃
至世界舞台上大顯身手。
「相信香港」方面，習近平表
示，香港發展具有經濟高度自由開
放、專業制度與國際接軌、服務業
完備、政府廉潔高效、營商環境便
利等有利條件和獨特優勢。他指
出，香港是重要的國際金融、航
運、貿易中心，是連接內地和國際
市場的重要中介，亦是國家「引進
來、走出去」的雙向服務平台。
「相信國家」方面，習近平指
出，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
來，祖國始終是香港堅強後盾。
他形容，祖國繁榮昌盛不僅是香
港抵禦風浪、戰勝挑戰的底氣所
在，更是香港探索新路向、尋找
發展新動力，開拓發展新空間的
機遇所在。

習近平見港澳各界
「實現新發展 作出新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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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2018 年 11 月 12 日，國家主席習
近平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
革開放 40 周年訪問團時發表講話，
強調對香港、澳門來說，「一國兩
制」是最大的優勢，國家改革開放
是最大的舞台，共建「一帶一
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戰
略實施是新的重大機遇。「我們要
充分認識和準確把握香港、澳門在
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中的定位，支
持香港、澳門抓住機遇，培育新優
勢，發揮新作用，實現新發展，作
出新貢獻。」
習近平在講話中提出，香港應更
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
形容這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
義，是改革開放的時代要求，也是

■ 2017年 7月 1日，習近平視察香港期間，在機場行政大樓觀看模型，聽取
介紹特區政府透過投資基建推動珠三角地區的社會和經濟發展。 資料圖片

召開會議 赴深考察
「大灣區建設要科學規劃」

■ 2018 年 10 月
24 日，習近平在
深圳參觀廣東改
革開放 40 周年展
覽。
資料圖片
2017 年 12 月 18 日，國家主席習近
平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要科學規劃，加快
建立協調機制。
2018 年 5 月 10 日、5 月 31 日，習
近平先後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
會會議和中央政治局會議，對《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進行審

議。
2018 年 10 月，習近平視察廣東期
間，前往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深圳
前海蛇口片區，實地察看前海開發
情況。習近平強調，要在更高水平
上擴大開放，高標準建設廣東自由
貿易試驗區，打造高水平對外開放
門戶樞紐。

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重申支持港澳融國家發展大局
2018 年 3 月 20 日，國家主席習近
平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
一次會議上發表講話，對於香港、
澳門與內地發展緊密相連，習近平
重申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
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
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
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
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

韓正主持灣區建設會議
「建設富國際競爭力一流灣區」
香港探索發展新路向、開拓發展新
空間、增添發展新動力的客觀要
求。「實施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
我們立足全局和長遠作出的重大謀
劃，也是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
穩定的重大決策。」
習近平強調，建設好大灣區關鍵
在創新，要在「一國兩制」方針和
基本法框架內發揮粵港澳綜合優
勢，創新體制機制，促進要素流
通。他續稱，大灣區是在一個國
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
貨幣的條件下建設的，國際上沒有
先例，「要大膽闖、大膽試，開出
一條新路來。香港、澳門也要注意
練好內功，力培育經濟增長新動
力。」

政界盼握灣區機遇 推高水平互補合作

親切表示。無論是當時勉勵香港的

2018 年 8 月 15 日，中央政治局常
委、國務院副總理、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領導小組組長韓正在北京人民
大會堂主持召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領導小組全體會議，強調深入學習
貫徹習近平關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的重要講話精神，討論審議有關文
件，研究部署下一階段工作。
韓正表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
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謀劃、親自部
署、親自推動的國家戰略，是新時
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舉
措，也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
展的新實踐。要深入貫徹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
十九大精神，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戰略高度，深刻認識大灣區
建設的重大意義，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堅持新發展理

念，充分發揮粵港澳綜合優勢，建
設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
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打造高質量發
展的典範。
韓正強調，要實施好港澳居民證件
便利化、進一步便利港澳居民到內地
創業就業、大幅降低粵港澳通信漫遊
費用等政策措施。要積極吸引和對接
全球創新資源，建設「廣州－深圳－
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廊，打造大
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韓正指出，中央支持香港建設國
際創新科技中心，在香港建立中國
科學院院屬研究機構，加快構建與
國際接軌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
設高水平參與國際經濟合作新平
台，構築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對接融匯的重要支撐
區。

陳勇：港深應成兄弟城

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陳勇表
示，香港作為
國際大都會，
背靠祖國，本
身就擁有天時地
利，加上每逢關鍵
時刻國家都會出手相助，可見國家
對香港的關愛程度非常高。
他指出，香港存在很多深層次矛
盾，如土地、房屋、未來發展等，但
在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謀劃大灣區及
英明領導下，解決香港很多問題，所
以香港應心存感恩。他又提到，香港
曾經錯過幾次機遇，希望不要再錯過
大灣區，「應該要熱情回應，融入大
灣區，不要再猶豫。」
他認為，如果要推動港深合作至
更高水平，香港應和深圳成為兄弟
城市，變成家人一般的存在，互相
尊重、配合、錯位發展，才能取得
團隊的勝利，而非某一城市做「高
高在上的大哥」。

施維雄：發揮前端角色優勢

全國政協委
員、香港福建
社團聯會副主
席施維雄表
示，中央多次
講話絕對體現
了對大灣區和香港
的關愛精神，「因為大灣
區可以說是為香港度身訂做，因此
在中央特別支持下，香港要盡量主
動融入大灣區的發展。」
他指出，大灣區的存在十分特
別，有其獨特的優勢，既然中央已
經主動給予機會和平台，香港應利用自己的優勢
把握機遇，與大灣區內的城市互補，各取所長，
不能留下遺憾。他又指，深圳人多資源多，是香
港所欠缺的，所以香港應做好前端的角色，背靠
深圳，合理分工、功能互補。

莊紫祥：年輕人應把握內地機遇
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創
會會長、香港各界慶典委員
會基金會主席莊紫祥表示，
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在講話
中提及大灣區，絕對是體現
了中央對大灣區及香港的關
顧，認為香港應正面回應這份期
望，把握機遇奉獻力量，「要回應爸爸媽媽對孩
子的期望和愛，孩子就該做好自己的工作。」
他指出，深圳要依託香港，香港要服務內地及
面對世界，所以香港應該以誠懇的態度和實際行
動與深圳合作，做好被依託的角色，在前端面對
世界，後端支持深圳。他認為，特區政府應了解
深圳的施政情況，認真做好規劃，利用香港優勢
發揮好依託的角色，加上深圳和香港的金融、管
理、航空和創科等體系不一樣，雙方應多互補，
共同進步，「以平等的態度，公平的原則互補，
而非高高在上地單方面輸出。」
他又指，香港年輕人應多為自己的人生作計
劃，認真了解大灣區的角色，及時與內地接軌，
把握機遇。特區政府亦需帶頭下功夫，改善部分
青年對祖國的偏見，引領他們以正面態度擁抱祖
國，早日覺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