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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3點寄語 囑把握「穩中求進」總基調

習近平勉港人：

顧大局 謀長遠
保穩定 不折騰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徐海煒）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與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會面。他強調，香
港社會在處理一些問題和矛盾時，大家應當包容共濟，多從香
港社會的整體利益、長遠發展考慮，不只是考慮自身的利益，
也不能只顧眼前利益，重申「穩定是福，動盪是禍」
，並向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提出3點意見，希望他們顧全大局，理性溝
通，凝聚共識，和衷共濟，在愛國愛港的旗幟下實現最廣泛的
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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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與出席全國人大會議的
香港代表合影。
新華社

3.
3. 以全體港人福祉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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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會面，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何曄暉，國務院港澳辦主
近平昨日下午於人民大會堂香港廳與出席兩會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任王光亞，香港中聯辦主任彭清華，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鴻等領導
陪同出席。

冀用足用好中央利港政策
習近平在會面中表示，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15年，也是香港特區發展過
程中承上啟下的一年，並肯定香港過去一年的發展，強調特區政府和社會
各界務實有為，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做了大量工作，使香港
繼續保持繁榮穩定的局面。
他表示，今年，要舉行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和第五屆立法會選舉，要進
行特區政府換屆，這幾項重要工作關係到香港未來一段時間的穩定和發
展，關係全體港人的根本利益，關係到「一國兩制」事業的成功推進。
「要把這些重要工作做好，不僅需要這屆和下屆特區政府盡職盡責，社會
各方面的積極參與和大力支持也十分重要，特別是愛國愛港力量，更應當
在其中發揮積極引導作用。」
習近平說：「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既是愛國愛港的力量，也是全國最高權
力機關的成員，既要從香港特區自身發展的角度來思考問題，也要站在國
家整體利益的高度來思考問題，登高望遠，促進香港更好地發展。」
他強調，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離不開祖國的強力支持，香港應深入研究如
何把香港根本利益、長遠發展和國家利益有機結合起來，促進香港實現更
好發展。又指當前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總體上仍是機遇大於挑戰、希望多於
困難，要科學判斷形勢，把握好穩中求進的總基調，緊緊抓住機遇，發揮
優勢，用足用好中央政策措施，推動香港在深化與內地互利合作中實現更
大發展。

強調「一國」是「兩制」基礎
習近平在會上向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提出3點意見：
一是要以國家整體利益為重。「一國」是「兩制」的基礎，「兩制」是
「一國」內的「兩制」
。「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解決香港、澳門問題，我
看核心是兩條，一是對香港、澳門回歸行使主權，維護國家的利益，二是
保持港澳長期的繁榮穩定與發展。」
他說，港澳回歸祖國後，要在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下，保持長期繁榮穩
定發展，有賴於國家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有賴於祖國內地的社會、
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發展。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國家整體利益
之中自然就包括香港的根本利益，維護好國家利益，同時也就維護了香港
的根本利益，觀察處理香港重大問題時，應當放在國家全局考慮：「沒有
祖國作為強大後盾，就沒有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二是要以香港的根本利益及長遠利益為重。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不同
階層、不同界別、不同群體存在 不同具體利益和訴求，特別是團體利
益，這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在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這一點上，大家的利
益其實是根本一致的，大家應以香港的根本利益為重。保持社會、政治穩
定，不折騰、不動盪，是香港過去成功吸引外國投資者，實現經濟騰飛的
重要因素，也是香港將來可以實現更大發展的重要前提。「因此，在處理
一些矛盾和分歧時，大家應當包容共濟，多從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和長遠
角度出發，多為香港的長遠發展考慮，而不能只考慮自身的利益，也不能
只顧眼前利益。」
三是要以全體港人的福祉為重。習近平引述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胡錦濤的講話，指中央政府關於香港的方針就是為了香港好，為了香港明
天更好。中央充分考慮全體港人福祉，大力支持香港經濟、社會發展，並
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保持香港穩定。他希望，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與特
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一道在促進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勢必讓全體市
民共享發展成果：「代表們應當引導社會各界顧全大局，理性溝通，凝聚
共識，和衷共濟，共同維護好、發展好香港社會和諧穩定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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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徐海煒）國家副
主席習近平在與港區人大代表會面時表示，香
港回歸以來，中央政府認真貫徹「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方針，全力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不干預特區行政內的事務，但會
根據特別行政區發展的需要，特別是國際金融
局勢發生動盪的時候，提出支持香港措施，有

效應對衝擊，化解風險，保持經濟、金融穩
定。
習近平表示，香港回歸祖國15年來，「一國兩
制」為香港保持繁榮穩定，提供了制度保障，
令香港繼續保持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
位。去年世界經濟論壇將香港列為最有競爭力
的自由市場，成為首個獲此殊榮的亞洲金融中

代表領會習講話：整體利益為重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黃偉漢）港區
人大代表昨日和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會面聽取講
話後，有代表指講話正好對應當前香港特首選
舉的亂局，呼籲港人大局為重，也有人大常委
認為從習近平講話中可反思和衷共濟的意義。

范徐麗泰：和衷共濟避免內耗

眾也無必要猜測中央屬意何人當選，因為選委
都有獨立的分析能力，未來還有選舉論壇比拚
政綱，供選委參考，每個選委都可自行決定，
不用中央「欽點」
。

如既往，很平實」
，又說習近平講話中還談到近
期出訪美國、愛爾蘭、土耳其，這些國家都非常
願意和中國加深聯繫。他提出，中國現在實力增
強了，希望更加重視「軟實力」的提高。

黃國健：不應只顧小群體利益

葉國謙：望人代發揮積極作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國健則認為，作為愛國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立法會議員葉國謙
就習近平提到要求和衷共濟，全國人大常委 港力量，可把此話理解為在選舉上應支持一個公 說，習近平今年的講話更加全面，思路清晰，
范徐麗泰解讀說，如果香港社會經常不和而內 平公正的君子選舉。習近平是希望大家從大局出 在肯定香港對國家貢獻的同時，也對人大代表
耗不斷，便沒有精力和其他國家及地區競爭， 發，在選舉中不應只顧自己小群體的利益，而要 提出了要求，希望代表們發揮積極引導作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理工大學副教授劉
習近平的講話可提醒自身不要太看重個人看 從全港市民的利益出發。黃國健續說，希望特首
法。況且，香港有一個很好的經濟基礎，又有 選舉中不要出現撕裂社群的不君子行為，整體利 佩瓊表示，對習近平講話有3點印象深刻：
益應放於個人利益之上。
「一國」與「兩制」關係的論述；應對內外經
國家作為強大後盾，港人應該珍惜。
另一名港區人大代表吳亮星則認為習近平的講 濟形勢變化，港府應靈活調整，加強與內地合
范徐麗泰說，習近平的講話要求社會大局為
重，以全港市民利益為首要考慮，這都是至理 話旨在勉勵港人為兩地銜接多給意見，以國家大 作；而習近平勸勉港區人大代表要看長遠，考
名言，尤其是人大代表更應以又高又遠的眼光 局為重。他認為，如遇難題，應督促有關部門加 慮國家整體利益，她認為適用於所有港人。
「習副主席的講話寓意深長。」港區全國人
緊兩地發展。只有做好「兩制」角色，才可配合
審視社會，講話是對人代的鼓勵。
范徐麗泰又認為習近平的講話並無特首選舉 「一國」發展。而人大代表也應利用自己的角 大代表、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黃玉山表示，作
為人大代表，理應顧全大局、識大體， 眼香
的弦外之音，他只說出社會大眾認同的大道 色，在不同專業範疇裡，謀求團結合作。
港區人代吳清輝則指，覺得習近平的講話「一 港長遠福祉。
理，過分解讀講話反而對他不公平。再者，公

獅子山隧道昨凌晨
獅
港 更換管道底層3條
隧 出 聞 巨型水管的保護層
燒 市 時引發3級火警，消防
九 區 員撲救逾9小時，交通
小 大 嚴重擠塞。因管道嚴重
毀，需封管4日維
時塞 損
修。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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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陳 港 商人陳振聰遭稅局
追討3.4億元稅
局 振 聞 款，高院去年下令
追 聰 稅局需重新考慮是否延
稅 再 長陳的反對期限，但稅
有 輸 局不服，上訴庭昨裁定
理 官 上訴得直，陳且須負擔
今次訟費。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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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官員透露換債
憧
財 進展順利，巿場憧
憬 港 經 憬希債過關，由於
希 股 外圍反彈，港股連跌三
債回 日後回升，收市報
過 彈 20,900點，升273點，成
交額647億元。
關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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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任該組織秘書長職務，
也是繼現任IMF副總裁
朱民之後IMF的又一中
國籍高管。

蘋果公司昨日推出
蘋
國 第3代高平板電腦
果 港 際 「全新iPad」，配備
全 下 超高解像度Retina屏
新 周 幕。新iPad下周五於香
開售，昨日接受預
五港
訂，3,888港元有交易。
開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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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d

新中
秘國
人
書首
長擔
任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中 （IMF）將任命中
國 國籍僱員林建海擔

香港遇衝擊 中央定出手

心。他相信，特區政府積累了雄厚的實力和外
匯儲備，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經濟動盪
積累了比較多的經驗，使香港抗擊經濟危機的
能力大大增強。
他認為，香港不能在所有領域都領先，但在
金融領域方面的優勢是很重要的。他說：「大
家都是關心香港經濟被邊緣化，但我們還是要
看到香港的優勢，一方面要把我們不可替代的
優勢繼續固化、提升，另一方面也要對香港的
產業發展進行反向思維。」

3月8日(第12/027期) 攪珠結果

3 5 9 17 35 36 43
頭獎：$8,000,000
(0.5注中)
二獎：$1,341,450
(0.5注中)
三獎：$40,190
(89注中)
多寶：$4,670,725
下次攪珠日期：3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