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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歌舞慶回歸 感謝中央挺港

董建華：主席提醒港人「一國兩制」不可變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國家主
席習近平昨日抵港的第一席話，就是強
調了「一國兩制」要行穩致遠。全國政
協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昨
日指出，「一國兩制」是香港過去、今
後繁榮穩定最基礎的一件事，「習主席
提醒了我們『一國兩制』很重要，『一
國兩制』行得穩，才能去得遠。他很清
楚告訴我們，香港將來是很好的，但要
『一國兩制』不可以變質。」
習近平昨日抵港時，談到自己是次和
中央代表團視察的3個主要目的，其中
第三項是謀劃未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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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內部矛盾掣肘「梁政」
董建華昨日解讀「一國兩制」要「行

穩致遠」的意思，認為這是習近平對大
家的提醒。他又特別提到自己一個很深
的感受，「與習主席的每一次見面，我
都有一個感覺，他真的很關心我們，對
香港的事認識得很清楚，很希望我們成
功、很希望看到『一國兩制』在香港取
得成功。有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時時刻刻
關心着我們，我們很幸運。」
習近平昨日還會見了特區行政長官梁

振英，充分肯定了他帶領下的特區政府
過去5年的工作。董建華在接受網媒
《港人講地》的訪問指，香港過去錯失

機遇、內部存在矛盾的問題，是梁振英
施政的最大掣肘，但在落實「一國兩
制」和處理民生等問題，梁振英都做得
相當出色。
董建華讚揚梁振英成功落實「一國兩

制」，取得中央及很多香港市民的信
心；在解決民生問題、扶貧方面，也盡
了最大的努力，房屋問題上的成績更是
有目共睹。雖然房屋問題不能一時三刻
解決，但董建華指，梁振英大量的工作
為解決有關問題打下基礎。

讚特首和平解決違法「佔領」
在處理違法「佔領」的問題上，董建

華讚揚梁振英妥善處理特區政府面臨的

政治挑戰，避過了或要流血收場的局
面，「他是好沉着、好深思熟慮、不會
衝動的，以大局為考慮原則，亦因為他
沉着去應戰，雖然時間長了一點，但我
們可以在艱難的情形之下，能夠以和平
解決這件事，是非常不容易的。」
梁振英嚴肅的形象，有時會令人誤

會，董建華則笑言，自己比梁振英更加
嚴肅，兩個人「鬥嚴肅」。他指出，梁
振英是真正愛國愛港的人，做事考慮國
家和香港的利益，認為他在此原則下做
事「頗有成績」。
他讚揚梁振英「有承擔、無私」，認

為他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可以繼續發
揮，貢獻國家及香港。董建華又認為，

梁振英可以作為香港與內地的橋樑，在
國家發展的過程當中，讓香港更快地受
惠其中，不論在「大灣區」發展、「一
帶一路」等議題上，都有香港的角色。

感受中央關懷 各界更應團結
社團領袖指習主席講話鼓舞港人 宜用好「國所需港所長」獻力建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鄭群）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抵達香港並在機場

發表講話，表明此行的3個目的。香港各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習主席的講話令人鼓舞，他在港3天參與各項活動及發表講話，定能令港

人深切感受到中央對香港的關心與支持，香港各界應更團結一致，積極進

取，融入國家發展中，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長」優勢，為建設更美好香

港獻力。

陳永棋：定跟隨國家發展方向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陳

永棋表示，習近平主席甫到香港，就為港人帶
來祝福及鼓勵，意義重大。香港20年經歷了
不少風風雨雨，但在國家堅強後盾的支持下繼
續向前邁進，大家應總結20年的成果，其中
有正面及負面的因素，正面的要繼續。
他並強調，「一國兩制」，一定要以「一
國」為先，不能只講「兩制」。香港未來發展
一定要跟隨國家的發展方向，與內地共同發
展，同時要減少內耗，少鬥爭，多團結，為港
繁榮多作貢獻。

盧文端：體現中央對港重視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和平統

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盧文端表示，習主席
來港了解港情民情，充分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發
展的關心與重視。他相信，中央會繼續支持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解決
香港深層次矛盾，相信在候任特首林鄭月娥的
領導下，定能令香港更上一層樓。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香港

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表示，習主席來港充分
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重視與支持。國家是香港
堅強後盾，希望大家深入認識「一國兩制」內
涵，藉「一國」之利、「兩制」之便，充分發
揮高度國際化的優勢，在國家新一輪發展中再
創輝煌。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香港

專業人士協會創會首席會長王國強表示，習主
席是次來港，表達了中央對香港的支持與祝

福，希望香港未來在中央支持下，保持「一國
兩制」行穩致遠，同時希望新一屆特區政府團
結廣大市民，改善民生、發展經濟，為社會作
出新的貢獻。

梁亮勝：拓經濟回報國家關心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客屬總會主席梁亮勝

表示，習主席是次來港充分體現中央對香港的
關心與支持，希望中央日後繼續支持香港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他希望香港市民未來在新一
屆特區政府領導下，團結一心，減少爭執，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回報國家對香港的關心。
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廠商會會長李秀恒

說，習近平主席親臨香港視察實屬難得，體現
了中央對香港的重視，及對香港回歸以來發展
成就的充分肯定。他表示，「一帶一路」戰略
和「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將為香港帶來
新一輪發展機遇，香港應充分發揮自身優勢，
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實現新一輪發展。

江胡葆琳：極具領袖風範領導人
全國政協委員、大中華會主席江胡葆琳表

示，透過電視直播看到習近平主席抵港及講
話，認為國家有這樣一位極具領袖風範的領
導人，「他對香港發自內心的祝福及鼓勵，
令人感到非常振奮及備受鼓舞。」習主席來
港視察，表達了中央政府對香港實踐「一國
兩制」的堅定支持，對香港同胞的關懷，及
對香港未來光輝前景的期待。港人有強大的
祖國作後盾，應充分把握機遇，發揮好香港
優勢，並堅信在國家的支持下，香港將可再
創輝煌。

政界籲把握機遇共創輝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各建
制派政黨及議員均歡迎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港，
認為這充分顯示習主席及中央對香港的關心和
支持，期望香港社會各界以更廣寬的視野，把
握機遇，同心謀劃未來，包括將自身發展與國
家「一帶一路」建設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結合，開拓商機，讓香港更創輝煌。

李慧琼：讓「一國兩制」事業更輝煌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指出，習主席昨日提到
期望與港人一起，「總結經驗，展望未來，確
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相信在中央的支
持下，新一屆特區政府與社會各界定能共同合
作，一齊謀劃未來。民建聯亦會繼續與市民一
起，支持「一國兩制」，為維護國家統一、保
持社會穩定、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作出貢獻，
讓「一國兩制」的事業更加輝煌。

林健鋒：為港未來發展注「強心針」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議員林健鋒指出，
習主席的講話顯示中央對香港的關心及支持，
並沒有因香港的政治內耗而轉變，為香港未來
發展注下「強心針」。當前，香港正處於經濟
發展的十字路口，社會各界應集中精力，推動
經濟發展，特別是要將自身發展與國家「一帶
一路」建設及「大灣區」發展結合，充分把握
發展機遇。

陳克勤：坐國家快車發展更理想
民建聯副主席陳克勤期望，習主席在訪問
行程中，多了解香港社會的實際情況，特別是
經濟發展方面，將有利於香港特區把握「一帶
一路」與「大灣區」的發展，坐上國家的快車
令香港有所作為，發展更理想。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表示，中央是香港的堅

強後盾，相信在中央的支持下，香港未來無論
是經濟還是民生方面的發展都必定會越來越
好，港人對此應有信心。
經民聯議員梁美芬表示，習主席的講話充
分體現出國家對港人的情懷與愛護。未來30
年，國家的發展將令全球矚目，世界各地均希
望在這龐大市場分一杯羹。習主席是次提醒了
港人要把握國家發展的機遇，在「一帶一路」
及「大灣區」發展中發揮優勢，提升自己在國
家中的位置，避免被其他城市趕過。
新界西議員何君堯認為，特區政府在回歸
20年來，被反對派不斷拖後腿，但「一國兩
制」仍然成功實踐，殊不容易。國家的「一帶
一路」倡議和「大灣區」發展的宏大策略，香
港應配合發展，倘繼續「食老本」，很快就被
鄰近城市趕過，甚至「被邊緣化」。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

認為，在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及「大灣區」
發展過程中，香港應主動扮演重要的角色。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
日抵港，多個地區社
團和近4,000名市民在

其下榻的灣仔萬麗海景酒店一帶，以文
藝歌舞歡迎習主席和夫人彭麗媛。他們
都對香港回歸20周年感到十分開心，不
僅感謝中央對香港的支持，更對「一國
兩制」得以落實感恩，又對習主席今次
親臨香港感到榮幸，反映了中央對香港
的重視和關注，並祝願他繼續帶領中國
進步。

無懼炎夏 全情投入
新界社團聯會和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昨日分別在告士打道花園和中環廣場一
帶設置舞台舉辦文藝表演活動，慶祝香
港回歸20周年和歡迎習近平主席和夫人
彭麗媛來港。在中午逾30度高溫和熾熱
的陽光下，到場參加的市民仍絡繹不
絕，他們揮動手中的五星紅旗和香港區
旗，在舞台前合照留念，氣氛相當熱
鬧。
新界社團聯會副會長陳平表示，慶祝

節目由上午11時至晚上9時，由新界9

個地區的400多名市民分時段提供節
目，包括歌唱、舞蹈和武術表演等，並
會安排立法會議員上台分享回歸20周年
的感受，晚上則會播放學者分析中國經
濟發展形勢和香港歷史的影片。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亦由上午9時起，

到晚上10時不斷上演節目。兩個團體估
計，昨日合共有約4,000人次參與。

陳恒鑌：「一國兩制」對港是最好制度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一

國兩制」對香港而言是最好的制度。20
年來，有賴各界努力維持，港人有「一
國」作為後盾，令香港建設成人民幣中
心，更有機會在「一帶一路」中發揮所
長；在「兩制」下，香港亦保持了自己
的優勢，面對世界。
來自大埔的石女士表示，回歸20周年
是人生中難得的時刻，「一生人不知能
否再有一次（20年）。」她認為，習主
席今次特地來港反映中央十分重視香
港，及關注港人的生活和社會穩定。
荃灣區居民莫先生則說，香港以往在

英國殖民統治下，華人常遭受剝削，直

到香港回歸祖國，中國人終於可以當家
作主。今年是回歸20周年，他感到特別
高興，並讚揚習近平主席在百忙中仍然
抽空來港，與港人慶祝回歸和打氣，可
見他非常重視香港，是港人的光榮。
元朗區婦女會太極班成員張女士，昨
日在文藝匯演中參與演出太極扇。她表
示，香港千辛萬苦才能回歸祖國懷抱，
至今已經過20年，希望可以一直維持下
去，社會保持和諧穩定。習主席是次特
地來港，形象親民，希望他繼續推動國
家的經濟和民生進步，並加強保護內地
環境。
港島居民石太和汪太說，香港只是

中國一個小城市，習主席仍親自來視
察，反映中央十分重視香港。她們認
為，中央和香港過去成功落實「一國兩
制」，繼續維持高度自治，並沒有半點
偏離；國家亦致力保持香港繁榮，包括
讓香港參與CEPA和在香港零售業蕭條
時開放內地個人遊，現在更興建高鐵，
港人應把握機會，攜手維護香港的繁
榮穩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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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額標語圍繞 民眾夾道歡迎
國家主席習近平抵

港後，大批香港市民
在各區拉起橫額，表

達歡迎之意。在日間完成視察西九文化

區，並會見特首梁振英及特區政府行
政、立法和司法機構各主要負責人後，
習近平傍晚到禮賓府出席由梁振英所設
的晚宴。大批市民已在禮賓府所在的下

亞厘畢道兩側拉起寫有「熱烈慶祝香港
回歸祖國20周年」、「熱烈歡迎習主席
蒞臨香港」、「一國兩制好，社會安定
經濟繁榮續輝煌」等的紅色橫幅，手持
寫有「習主席您好」、「中國夢」的標
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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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 資料圖片

■■大批市民在禮賓府所在的下亞厘畢道兩側大批市民在禮賓府所在的下亞厘畢道兩側
拉起橫幅拉起橫幅，，夾道歡迎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夾道歡迎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

大公文匯全媒體中心供圖大公文匯全媒體中心供圖

■■香港仔避風塘漁船上掛起香港仔避風塘漁船上掛起「「歡迎習主席歡迎習主席」」的橫幅的橫幅。。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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