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
清麗）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
昨日舉行「慶祝香港回歸祖
國 25周年暨深入學習貫徹
習近平總書記『七一』重要
講話精神座談會」。與會者
表示，愛國愛港社團只有不
斷推進改革、增強活力，才
能在維護「一國兩制」和香
港繁榮穩定中發揮中流砥柱
作用。愛國愛港社團要真誠
為鄉親和基層市民解決生活工作中遇到的難題，真正做到
「民有所呼，我有所應」。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吳良好表示，

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不僅為「一國兩制」的實踐引路指
航，亦為我們提供破解難題的金鑰匙，為香港社會帶來重要啟
示和美好希望。香港各界一定要聚精會神謀發展，共建香港美
好家園，不負習近平總書記和中央的期待和厚望。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換炎表示，愛國愛

港社團只有不斷推進改革、增強活力，才能在維護「一國兩
制」和香港繁榮穩定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愛國愛港社團的戰
鬥力，來自廣大鄉親，真誠為鄉親們排憂解難，是社團工作的

核心要義，實際做到「民有
所呼，我有所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毅表

示，「民有所呼，我有所
應」不僅是特區政府管治團
隊需要做到的，亦是我們這
些連接社區、接觸市民的各
大社團在今後工作中的根本
遵循。我們要積極行動起
來，更深入基層了解普通市
民的所思所想，幫助他們解
決生活工作中遇到的難題，

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市民。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永遠名譽主席姚志勝表

示，習近平總書記對香港提出四點希望，這是中央對新一屆特區
政府和社會各界提出的工作要求。我們必須牢記習近平總書記
的四點希望，支持新一屆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擔當作為，着力
破解眼前突出迫切的問題，為香港市民造福。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朱銘泉，全國政協

委員、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永遠榮譽會長劉與量，香港
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兼秘書長施榮忻、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
誼會會長蔡建四亦在會上發言。
香港中聯辦社團聯絡部部長鍾吉昌出席大會並作了發言。

福建社聯：不斷推進改革 增強活力

◆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暨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
『七一』重要講話精神座談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
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
國二十五周年大會暨香港特
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
禮上的講話》單行本，已由
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
全國新華書店發行。

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單行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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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協座談學習習主席重要講話 冀政府施政展現「愛國者治港」新氣象

聚精會神謀發展 同為香港開新篇

▶ 7月1日上午，慶祝香港回歸祖
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在香港會展中
心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出席並發表重要講話。 資料圖片

學習 重要講話習習主主席席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日前在港發表的重要講話，引起各界

熱烈回響。香港友好協進會昨日舉行「學習

貫徹習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講話精神座談會」。與會者表示，習近平主席對新一屆特區政

府提出了「四點希望」，為香港發展指明了方向，相信新一屆特區政府施政一定能夠充分展

現「愛國者治港」新氣象，帶領香港排除一切干擾、聚精會神謀發展，同為香港開新篇。他

們並表示，未來會全力以赴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團結各界、迎接挑戰、抓住機遇、破難

而進，共同貢獻國家新征程、創造香港新輝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 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二十五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單
行本。

◆香港友好協進會舉行「學習貫徹習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講話精神」座談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友好協進會昨日舉行座談會，由友協副會長兼

秘書長、全國政協常委譚錦球擔任會議主持，10
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發言，分享自己
學習貫徹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的體會，數十名嘉賓出
席。
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應邀出席並發言。他表示，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中華海外聯誼會理
事等作為愛國愛港代表人士，要發揮引領作用，帶頭
學習好、宣傳好、貫徹好、落實好習近平主席重要講
話精神。要深刻認識習近平主席關於長期堅持「一國
兩制」的重大論斷，當好「一國兩制」方針的維護
者；深刻領會習近平主席總結的「四個必須」寶貴經
驗，當好「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的推動者；努力
踐行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四點希望」，當好香港由治

及興新階段的貢獻者。要原原本本學習重要講話、
積極主動宣傳重要講話、身體力行貫徹重要講話，
真正在學好原文、準確領悟、指導實踐、見諸行動
上下功夫，將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作為自己的
行動準則，在重要講話精神的指導下奮發有為、再
立新功。
譚錦球在主持會議時表示，習主席提到的四點希

望，為香港未來指路引航，讓我們立場更堅定，方向
更明確，力量更強大。香港要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
除利益固化藩籬，充分發揮自身優勢、保持獨特地
位，不斷鞏固提升國際競爭力，同時更好、更快地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
全國政協常委胡定旭發言表示，習主席兩天來往深

港，令大家深深感受到習主席和國家對香港的關懷和愛

護。他的重要講話更堅定了大家對香港未來的信心。在
國家未來的發展中，香港要繼續發揮本身獨特的地位和
優勢，連接國際，為國家未來的發展作出貢獻。
全國政協常委吳良好表示，政協委員要發揮積極作

用，加快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揮香港所長，貢
獻國家所需。我們應該加強宣傳，推廣國家的未來政
策，為香港的青年謀發展，讓「一國兩制」的事業後
繼有人。
全國政協常委林建岳表示，習主席的重要講話向社

會各界發出「一國兩制」必須長期堅持的訊息，消除
了外界對「一國兩制」的憂慮，大大提升了香港社會

和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的前途信心，令香港各界
受到鼓舞。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霍震寰表示，習主席重要講話中

提出的四點希望，彰顯了習主席對香港深層次問題的
深入認識，指明了有效的解決方向，「習主席的重要
講話內涵深遠，語重心長，時刻惦記着香港的發展，
我從中感受到關愛與溫暖的力量！更促進我們為『一
國兩制』的更大發展加倍努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馬逢國、黃玉山，全國政協委

員、香港立法會議員黃英豪，全國政協委員邱達昌、
王䓪鳴、曾智明等亦在會上發言。

香港文匯報訊 26家省級同鄉
社團昨日以網上網下相結合的方
式聯合舉辦全港同鄉社團學習宣
傳貫徹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
座談會。眾與會者表示，習主席
在慶祝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立意高
遠，內涵豐富，對推動「一國兩
制」事業朝着正確方向行穩致遠
具有重要意義。各同鄉社團將深
入抓好學習宣傳貫徹，共同維護
「一國兩制」方針，全力推動香
港實現由治及興，為香港長期繁
榮穩定貢獻同鄉社團力量。
中聯辦副主任何靖應邀出席座談會並
發言。各省同鄉社團主要負責人及代表
參加座談會。
何靖在發言中表示，習近平主席重要
講話深刻闡述了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
題，為做好新階段香港工作指明了前進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希望同鄉社團
學深悟透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進
一步堅定「一國兩制」制度自信和全
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行動自
覺，以各種形式組織會員、鄉親學習
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進一步掀起
學習熱潮；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積極推
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促進香港不
斷增強發展動能，特別是要善用同鄉社
團會員聯繫面寬、人脈廣的特點，服務
香港更高質量發展；積極參與香港社會
治理，推動良政善治、爭取人心回歸，
堅持重心下沉、扎根基層、深入社區，
創新服務方式，提供更多直達鄉親、直
達市民的服務。
廣東社團總會第一執行主席鄧清河表

示，同鄉社團將牢記習主席囑託，持續
做好香港特區政府的好拍檔、好幫手，
積極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特別要利
用社團平台，深入社區、扎根基層，配
合政府推行各類關愛行動，為排解民生
憂難貢獻最大力量。
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兼功能界別委員

會主任丁良輝表示，福建社團聯會通過
成立專業平台，團結和凝聚更多不同領
域的閩籍專業人士，為香港閩籍鄉親提
供更多的專業知識和服務。同鄉社團也
會在未來的工作實踐中積極培養社會治
理人才，為進一步落實「愛國者治港」

原則貢獻力量。
廣西社團總會會長文穎怡表示，將責

無旁貸接觸更廣泛香港青年、拓展年輕
會員隊伍的同時，積極鼓勵會員第二代
參與到建設美好香港、服務鄉親會員的
行列中來。
海南社團總會會長李文俊表示，總會

未來會關注青年及大灣區工作，包括加
大宣傳內地最新政策，吸引更多的港人
了解及把握國家新發展格局；推動建設
香港青年創業基地，提供各種港人優惠
政策，方便香港青年人到內地創業或就
業，極力促進香港與內地全方位、多層
次交流。
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會長陳仲尼表示，

希望2023年能重新啟動因疫情擱置的浙江
暑期實習計劃，並帶領香港的青年人出席
在杭州舉辦的亞運會，提升香港青年人的
國民身份認同感，加強對「一國」的認
識。
江蘇社團總會會長姚茂龍表示，結合
香港江蘇社團總會實際，充分發揮促進
蘇港經貿文化的橋樑紐帶作用，帶領全
體會員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增強國
家文化認同，用心關愛青年發展，培養
青年愛國情懷，推動婦女多元發展。
山東社團總會會長朱新勝談到，要跨
越廣泛的政治光譜，減少對立情緒，形
成最大同心圓，讓青年在認識國家和世
界發展大勢的過程中受惠和成長，潛移
默化影響帶動他們投身到建設美好香港
的行列中來。
江西社團（聯誼）總會會長王再興、

四川社團總會會長唐安英、陝西社團聯
合總會主席鄭翔玲、安徽聯誼總會常務
副會長吳志斌、黑龍江社團總會主席魏
明德亦在會上發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昨日
上午舉行座談會，深入學習、貫徹、落實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7月1日的重要講話精神。該
會主席鄭翔玲、會長施榮懷等一眾成員在分享學習體會時表
示，習近平主席的講話是香港未來發展的指南和準則，港區省
級政協委員作為愛國愛港的重要力量，應該積極主動履職擔
當，堅持走基層，訪民、助民、幫民，針對民生痛點、難點，
為特區政府出謀劃策，協助解決長期困擾香港的各類深層次矛
盾和問題。
該會主席鄭翔玲在會上表示，港區省級政協委員應當深刻理

解、準確把握，把習主席的深情厚誼和殷殷囑託轉化為生動實
踐，在香港落地生根、開花結果。同時，委員要進一步增強履
職意識和責任擔當，堅持走基層，訪民、助民、幫民。聯誼會
將一如既往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施榮懷表示，身為政協委員，他會針對民生痛點、難點，

和社會各界一起為政府出謀劃策，協助解決長期困擾香港的
各類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共同維護香港社會的和諧穩定，同
時着力搭建好香港和內地溝通交流的橋樑，促進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
該會常務副會長李德麟、張學修、朱銘泉，副會長吳輝體、

李耀新、張心瑜，副秘書長張佐姣、劉娟，主任魏明德、鄧灝
康、屠海鳴，常委蔡志忠、譚岳衡各自分享了自己的學習心
得。大家認為，習近平主席的講話是香港未來發展的指南和準
則，具有跨時代意義，振奮人心，讓大家對未來充滿希望。
他們表示，會繼續加強兩地交流，推動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國家「十四五」規劃發展機
遇，全力支持香港特區謀發展，同時為香港青少年搭建更多了
解國家歷史文化的平台，幫助青少年成長成才。
香港中聯辦協調部部長朱文出席座談會並分享了學習體會。

港區省級政協聯：堅持走基層 訪民助民幫民

◆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學習習主席「七一」重要講話精
神座談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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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現場。 中聯辦網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