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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挺港旺經濟惠民生
：
籲找到「國需港長」交集 謀劃長遠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到京述職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
英，聽取香港當前形勢和特區政府工作情況的匯報。李克強在會見中表示，中央政府高度重視香港的繁
榮、穩定與發展，一如既往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全力支持特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國家制定的「十三五」規劃將進一步發揮香港優勢，希望香港抓住機遇，注重發展，發揮優勢，做好香港
發展與國家發展戰略的對接，找到「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交集，謀劃好香港長遠發展，服務國家經濟
建設大局。
■特首述職的會場座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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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肯定特區政府工作
據新華社報道，李克強在會見中表示，
過去一年，在國際經濟金融環境複雜多變
的背景下，香港特區政府帶領香港克服內
外各種困難和挑戰，積極參與國家建設與
發展進程，經濟溫和增長，民生得以改
善，取得的成績來之不易。他對梁振英表
示：「中央政府對你和特區政府的工作是
充分肯定的。」
李克強指出，中央政府高度重視香港的
繁榮、穩定與發展，一如既往支持香港特
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全力支持特
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不久前，內地與
香港在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框
架下簽署服務貿易協議，如期完成兩地基
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目標。國家制定
的「十三五」規劃將進一步發揮香港優
勢，提升香港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
中的地位和功能。

冀港社會各界抓住機遇
李克強強調，希望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
各界抓住機遇，注重發展，發揮優勢，做
好香港發展與國家發展戰略的對接，找到
「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交集，謀劃好
香港長遠發展，服務國家經濟建設大局。

維護香港經濟金融體系穩定，切實防範系
統性風險，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重要國際
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務實推動
香港同內地的交流合作。中央政府在制定
有關戰略規劃時將繼續充分考慮香港的角
色和需要，支持香港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
外開放中發揮獨特作用，把中央的支持更
多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發展成果，更好惠及
廣大香港同胞，促進香港的長期穩定、發
展與繁榮。

場面改動有玄機：體現中央特區關係


習近平李克強坐中 梁振英等居右

過往述職時，會面場地都擺放了多張單
座位梳化，國家領導人及梁振英並排坐在
中間，中央官員及特區政府官員各坐一邊。
梁振英昨日向習近平主席述職時，會場就
放置了一張長桌，習主席坐在正中，全國
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國家副主席李
源潮等中央官員坐在習主席左手邊，梁振
英、王光亞及張曉明坐在他的右手邊。而
梁振英向李克強總理述職時，會場則放置

■李克強(右)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來京述職的梁振英(左)，聽取香港當前形勢和特區政
府工作情況的匯報。
中新社

主動提「握個手」
* 顯友善親民

了一張「U 形」長桌，李總理坐在正中，
梁振英、王光亞、張曉明三人同樣坐在右
邊，有如舉行會議。

港澳辦：更規範更莊重
港澳辦有關負責人昨日就香港、澳門
特首述職場地佈置變化接受中新社訪問，
表示有關調整更好地體現了憲法和基本法
關於中央和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有關規定，
及特首作為特別行政區首長和特區政府首
長向中央負責的要求，更加規範、更加莊
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於中南海會見到京述職的香港特首梁振英。在會
面開始時，李克強先與梁振英握手，並讓在場記者拍攝。李克強總理與梁
振英握過手後，又說了一句：「來吧，握個手吧！」這句說話他是跟誰說的呢？原來李克
強總理是想請跟隨在梁振英後面的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邱騰華及行政長官私人秘書陳嘉
信，也過來握手打招呼，盡顯友善、親民一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嘉華

拉布
「港獨」
危害
「一國兩制」
實踐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會見到京述
職的特首梁振英時指出，香港落實
13 「一國兩制」的過程中，近年來出
現一些新情況，並提出「一國兩
制」的實踐要全面準確，應確保「一國兩制」在
香港執行不走樣，不變形。有政界人士分析指，
宣揚「港獨」等違反「一國兩制」的現象近年在
香港增加，凡事政治化撕裂社會，而議會內的拉
布、「不合作運動」成風，肆意阻撓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有議員更曲解香港基本法的原意，這些
新情況都窒礙「一國兩制」的實踐。

盧文端：
「港獨」趨激進 引起中央注意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商聯副主
席盧文端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認為，近年香港出
現帶有「港獨」的違反「一國兩制」的主張，是
回歸以來前所未見的新情況。他指出，此等主張
在去年的「佔領」行動發生後變得更高調，如在
一些示威中總會有「龍獅旗」出現，甚至有區選
候 選 人提 出 要 「 香 港 建 國 」 ， 完 全 漠 視 「 一
國」。他強調，支持「港獨」主張的人雖然只佔

香港市民中的極少數，但他們行事越來越激進，
「又打破立法會玻璃，又燒垃圾桶」，這些激進
的思想和行為自然引起中央注意。
盧文端又指，近年香港社會凡事政治化，社會
及經濟發展議題旋即被炒作成政治議題，以致社
會變得撕裂，未能聚焦至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上，特區政府施政更受窒礙，例如中小學的全港
性系統評估（TSA），就有人以此迫區選候選人
表態，修訂版權條例被抹黑為「網絡廿三條」，
就連立法會討論「一帶一路」，也有反對派議員
聲稱是「政治任務」，「一切都是政治，一切都
為選票，這種新情況令人擔憂。」

葉國謙：少數派野蠻手段干擾議會運作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分析指，近年議
會內的拉布、「不合作運動」成風，由非常態到成
為常態，而語言暴力更是不絕於耳，令立法會難以
履行根據香港基本法的職務。他批評這些行為對議
會發展並不健康，少數派以野蠻、不文明的手段，
干擾議會正常運作，圖強迫大多數議員接受，令立
法會變成「扭曲性的議會」。他強調，有關議員要

■盧文端

資料圖片 ■葉國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會見
到北京述職的特首梁振英時，明確提出中央政府貫徹「一
國兩制」方針有兩點堅持，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
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
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香港社會各界人士
認為，過往有人歪曲「一國兩制」及香港基本法，把香港
與中央之間的關係誤解為「平起平坐」，習主席是次清楚
糾正錯誤看法，並且再次重申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沒有任何
改變，亦沒有變動的空間，呼籲港人團結一致，帶出正能
量，齊心合力推動香港發展。

資料圖片

摒棄這種做法，香港民主才會成熟發展。
他指出，習近平主席提到「一國兩制」的實踐
要全面準確，但有立法會議員以自己對香港基本
法的片面理解，去挑戰中央的權威理解。他舉例
指，高鐵「一地兩檢」是便利旅客的安排，在國
際上也有兩個不同國家採取這安排，如英國及法
國，但香港在一國之下，竟有議員聲稱「一地兩
檢」會令到「周街都見到公安、武警」，質疑他
們妖言惑眾，認為情況值得關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總理冀港
「坐順風車」勿再內耗

國家戰略的對接，並指引香港未來發展的方向，
在「一國」下發揮「兩制」的優勢，利用內地龐
大資源，挖掘內地「一帶一路」、「十三五」等
發展機遇，為香港經濟增添新的發展動力。她認
為，李總理希望香港不辜負中央的期望，審時度
勢，抓緊機遇，齊心協力，共同為香港未來的發
展貢獻力量。

■盧瑞安 資料圖片

■顏寶鈴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總理李
克強昨日聽取特首梁振英述職，強調中央政府充
分肯定梁振英與特區政府的工作，全力支持特區
政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並提醒香港應抓緊國
家「十三五」規劃的機遇，發揮優勢以提升香港
在國家及國際上的地位。香港社會各界認為，李
克強總理的言論反映中央對港政策不變，也提醒
香港應利用國家大發展、借助龐大資源「坐順風
車走出去」，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而非再糾纏
於政治內耗之中。

盧瑞安：冀港着重經濟抓機遇

■梁亮勝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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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
表示，李克強總理的講法足見中央對港的政策並
無改變，但亦提醒香港應着重經濟發展，抓緊
「十三五」、「一帶一路」等國家大政策，「識
得坐順風車走出去」，而非終日陷於政治內鬥原
地踏步。他以香港的旅遊業為例，形容香港是個
寶庫和基地，因擁有完善基建、物流配套、投資
人才，若香港懂得利用國家機遇，開拓與「一帶
一路」沿線中具歷史、文化價值國家或地區的交
流，所得收益將無可限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指出，李總理重申中
央希望香港抓緊「十三五」的機遇，做好香港與

各界：習主席籲港團結聚正能量

特首梁振英昨日向國家
主席習近平及國務院總理
& 李克強述職時，場地佈置
與過往有所不同，變成一
張長桌，由國家領導人坐在正中，梁振
英、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及中聯辦主
任張曉明一起坐在領導人的右手邊。港澳
辦解釋，這一安排更好地體現了國家憲法
和香港基本法關於中央和特區關係的有關
規定，更加規範、更加莊重。

梁振英表示，香港過去一年經濟社會取得
發展，是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在全體香
港市民的共同努力下達成的。在新的一年，
香港將繼續發揮自身優勢，配合好
「十三五」
規劃、
「一帶一路」等戰略，重點加強與內
地金融、科技等領域的合作，與國家共同發
展，為香港發展尋求新的動力。
國務委員楊晶、楊潔篪，國務院港澳辦
主任王光亞、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等參
加了會見。

梁亮勝：港勿再陷政治爭拗
全國政協委員梁亮勝表示，李總理的講話充分
反映中央對港的期望不變，並希望香港能跟上國
家與世界「新一輪的潮流」，如「一帶一路」、
「十三五」等，集中心思發展經濟，改善市民生
活，勿再陷於社會、政治爭拗。他更形容中央對
港是「恨鐵不成鋼」，猶如家長希望自己子女能
長進一點。
全國政協委員簡松年認為，李總理雖然舊話重
提，以鼓勵香港重視經濟發展和穩定社會，但此
講法足見中央苦口婆心，不希望香港因政治內耗
而發展滯後，落後於如新加坡、深圳、上海等周
邊國家和地區。

陳勇：強調中央對港方針不變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昨日接受本報訪
問時認為，反對派近年策動「佔領」行動，公然破壞香港
的法治，催生「港獨」思想等，令落實香港基本法的過程
中出現了新形勢及新挑戰。他指出，習主席強調中央貫徹
「一國兩制」有兩點堅持，目的是強調中央對港的方針不
變，並糾正外界的誤解。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表示，在過去一年，特區政府
依法推進政改工作，聚焦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並在推動
創新科技發展、穩定樓價及粵港合作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
績，獲得領導人的認同與肯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認為，社會上有很多不負責任
的人及有政治立場的傳媒，不斷散播誤導訊息，令市民誤
解「一國兩制」，是次習主席重申中央對港方針沒有任何
改變，同時亦不能有所改變。他又指，國家經濟發展一日
千里，市民大眾應該團結一致，齊心合力，才能對抗現時
社會上的歪風，迎難以上。

吳亮星：重申「一國兩制」立場堅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金融界立法會議員吳亮星表示，習
主席提出「一國兩制」的兩點堅持，主要重申國家在落實
「一國兩制」的立場相當堅定，不存在任何改變的空間，
更提醒港人在「佔領」後及「港獨」主張下應該團結一
政，發揮正能量，令香港的未來發光發亮。

譚耀宗：籲走正路 有警示作用

全國政協社會及法制委員會副主任、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譚耀宗認為，習近平的講話有警示作用，「我想他是提出
提示，要走正確的道路，不要改變，不要變質，我想有一
個警示作用。至於特首指出與政改有關係，這個也不出
奇，因為這是今年的事情。」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指，過往有部分港人錯誤演繹
「一國兩制」，說成香港與中央「平起平坐」，導致「港
獨」、「本土」主張冒起，是次習主席糾正「主、次位
置」，即中央為主，香港特區為次，重申香港只屬特別行
政區，香港與中央之間的關係，屬於地區與中央之間的關
係，港人不能有所踰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