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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港繁榮穩定 董付巨大心血
在拜會董建華副主席時，王志民表
示，董副主席在香港回歸後，擔任第
一任特首，為「一國兩制」成功實踐
開創先河，奠定基礎，為香港的順利
回歸和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為保
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付出了巨大的心
血。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後，繼續為
國家和香港的發展進步盡心竭力，先
後創建了中美交流基金、團結香港基
金，最近又開辦了中華大講堂，為國
家的發展，為香港的團結，為年輕人
的健康成長做了大量的工作，體現了
國家情懷和國際視野，值得我們敬佩
和學習。董副主席當年的名言「香港
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已
經成為香港回歸20年 「一國兩制」
成功實踐的真實寫照。

梁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在拜會梁振英副主席時，王志民表

示，梁副主席自上世紀 80年代以
來，為國家的改革開放，為香港的順
利回歸和回歸後保持繁榮穩定作出了
重要貢獻。擔任行政長官後，全面貫
徹落實「一國兩制」，積極解決發展
中的深層次問題，妥善應對風險挑
戰，在許多方面為香港進一步發展創
造了條件，有效維護了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和香港繁榮穩定。當選全國
政協副主席後，精心籌劃慶祝香港回
歸20周年活動，率領政府官員和工
商界人士考察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成立「一帶一路」國際項目合作
中心，同新一屆政府做好工作交接，
為香港未來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習主席講話增港人信心
王志民在拜會董建華副主席、梁振

英副主席時，還分享了學習習近平主
席視察香港期間重要講話的心得體
會。他表示，習主席的系列講話精闢
闡明了中央對港的大政方針和治港方

略，增強了廣大香港市民對「一國兩
制」和未來發展的信心。當前，我們
要把習主席來港視察產生的風清、氣
正、心齊、和諧的正效應進一步保持
住，發揚好，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和基本法，認真落實習主席
重要講話精神，堅定支持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堅定支
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香
港社會總體形勢穩中向好。

王志民表示，這次來港履新，深感
責任重大，希望董副主席、梁副主席
對香港的長遠發展多提寶貴意見，多
對中聯辦的工作進行指導。香港的發
展雖然還存在着不少挑戰，但我們堅
信辦法總比困難多。中聯辦將與大家
共同努力，認真貫徹國家對港工作的
要求，為國家服務、為香港服務，確
保香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行穩致
遠。

王志民：促港更好更快發展
拜會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梁振英 分享學習習主席講話心得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站載，10月3日和4日，中聯辦主

任王志民分別拜會了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董建華，向他們致

以國慶和中秋的祝福。董建華、梁振英對王志民擔任中央政府駐

港聯絡辦主任表示歡迎和祝賀，並與王志民就落實習近平主席視

察香港期間重要講話精神，把握國家發展戰略機遇，結合國家所

需、香港所長，促進香港更好更快發展進行了廣泛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施政報告將於下
周三出爐，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一行十多人，昨
日聯同離島區議員鄧家彪到政府總部請願，希望當
局延長現有10周有薪產假安排、產假薪酬增至全
薪，並將男士侍產假增至5天等。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葛珮帆表示，現時男士侍產假只有3天，希望可
增至5天，與公務員待遇看齊，同時亦促請政府帶
頭推動家庭友善政策。他們其後向特首辦代表遞交
請願信。
葛珮帆表示，上述建議措施讓在職父母有更長時
間作產前準備、休養及照顧初生嬰兒。她認為，特首
林鄭月娥作為兩子之母，更能感同身受香港女性兼顧
工作及家庭所面對的困難，希望對方推出協助婦女的
政策。

鄧家彪籲提供支援釋婦女勞動力
鄧家彪亦關注增加育兒支援，認為男士侍產假
佔僱主成本不多，僱主應協助僱員兼顧家庭，並指
特區政府財政儲備高，亦可參考新加坡政府與企業
一同支付男士有薪侍產假。他亦關注，香港婦女是
寶貴的人力資源，本地婦女勞動力參與比例較日本
為低，建議政府提供支援以釋放婦女勞動力，估計
能改善香港因人口老化而勞動力不足問題。
民建聯並建議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保障兒童
福祉及確保政府在制訂政策過程中充分考慮兒童的
觀點；改善藥物資助政策，加強對罕見疾病及癌症
患者的藥物資助；加強幼兒託管服務，為雙職父母

提供更多照顧子女的支援服務；為基層少女免費接
種子宮頸癌疫苗；研究為香港婦女提供卵子銀行服
務，讓有意生育的遲婚女性及有需要的女性可以把
卵子冷凍保存作日後使用；加強餵哺母乳友善措
施；及統一勞工假與公眾假至每年17日等。
民建聯亦指，政府應支援婦女就業培訓，以釋

放婦女勞動力，如檢討現時再培訓課程的類型及上
課時間；擴大僱員再培訓局就業基礎技能證書課
程，在各區設立學額，並配合社署的「社區保姆」
計劃；開辦更多適合婦女就業的社企計劃及培訓課
程，並為婦女在地區上作就業配對，避免婦女因跨
區工作而打擊就業意慾。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日前在拜會全國政協副主席
董建華、梁振英時，分享了學習習近平主席視察
香港期間重要講話的心得體會。多位政界人士昨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表示，相信香港大部
分市民都會認同王志民主任的講話內容，認同香
港未來應要齊心展現正能量，繼續支持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團結反對「港獨」，才可全面準確貫

徹習主席的講話精神，為香港發展創造更美好的機會。

陳勇：齊心展正能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表示，

相信香港大部分市民都會認同王志民主任的講話內容，
認真落實習主席重要講話精神，會堅定支持特首林鄭月
娥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因香港特區政府一向都是以公
正、專業、有效率而聞名。
不過，陳勇坦言，特區政府以往有不少好的政策、德

政，卻被反對派為反而反，「高鐵、覓地建屋過往做得
慢都是因為人為因素、拖後腿，如果市民所支持的，一
味被反對，最後受損的肯定是市民大眾。」他呼籲，香
港市民應齊心展現正能量，積極為特區政府建言獻策，
才可令香港持續發展。

蔡毅：反對派勿再煽「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蔡毅表

示，王志民主任分享學習心得，準確道出了習主席講話
精神，如強調各界要把習近平來港視察產生的風清、氣
正、心齊、和諧的正效應進一步保持住，發揚好，全面
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
蔡毅認為，各界倘能做到以上幾個重點，香港前途將

會是非常美好。他並指，「一國兩制」方針是對香港最
好的制度安排，故呼籲反對派不應再作任何鼓吹「港
獨」、觸碰中央底線的行為，而是應齊心合力做好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的工作，為香港的未來拚搏。

王國興：為港帶來機會
「廿三萬監察」發言人王國興也指，王志民主任的講話再次強
調了習主席視察香港時的重要講話精神，他對此表示十分認同：
「習主席訪港時的講話次數比以往都要多，內容豐富、深刻，切
中香港目前發展所需的重點。」他又表示， 香港未來應要繼續
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齊心團結反對「港獨」，才可全面準確
貫徹習主席講話精神，為香港發展帶來更好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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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將於下周三發表上任後首份施政報告，預料會
交代「港人首置上車盤」詳情。有報道引述消息指，
「首置盤」將以官商合作為主的先導計劃推行，首批
單位至少逾3,000個，定價以市民負擔能力計算。有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成員指單位數比預期多，希望可
盡快推出市場，紓解市民置業困難。
報道引述消息人士指，政府冀以先導計劃方式，採

取官商合作模式，要求發展商提供土地，以優惠價格
補地價，在興建的單位中撥出部分作為「首置盤」，
不少本港發展商在「摸底」後表示有興趣，初步估計
「首置盤」首批單位多達3,000個。
報道並指，「首置盤」將設入息上限及下限，下限

為52,001元，上限約70,000至72,000元，訂價會以
市民負擔能力計算，不會與市價掛鈎。

柯創盛：供應量愈多愈好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成員柯創

盛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歡迎，指「首置盤」可
幫助收入超過居屋入息，卻負擔不起私樓的市民置
業。對於有傳首批「首置盤」將推出逾3,000伙，柯
創盛認為供應量愈多愈好，希望政府盡快實施，「不
論幾百個還是幾千個，最重要是能夠在短期之內做
到」，政府要在官商合作模式上增加透明度，對市民
清楚交代合作條件和門檻等細節，以免予人官商勾結
之感。
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表示，「首置盤」首批單位
數目較預期多，參考過去經驗，公私營合作項目興建
較快，期望可以在兩至三年內推出市場。他並指，如
「首置盤」售價不會與市價掛鈎，會打亂房屋階梯，
建議居屋售價亦與市價脫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
聯辦主任王志民日前在新聞界國慶
酒會上表示，將會廣泛聯繫包括
「泛民」在內的社會各界的朋友。
香港各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均表示，中央與香港各界溝
通的大門一直常開，只要是愛國愛
港，誠心誠意擁護「一國兩制」方
針和香港基本法，反對派也可與中
央理性溝通。
他們並指，王志民甫履新出任香港
中聯辦主任便已伸出了橄欖枝，故呼
籲反對派不能再把溝通責任推卸予中
央，應主動釋出善意和誠意，作出符
合港人利益的積極回應，同時也相信
新一屆特區政府可以把香港市民及社
會團結起來。

盧文端：不應再對立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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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愛國愛港，誠心誠意擁
護「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特區基本
法，相信不論持什麼政見或主張的人
士，中央都願意與之溝通，故認為反
對派不應再人為製造對立、對抗，令

香港社會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渦，
嚴重阻礙經濟社會發展，而是應主動
釋出善意和誠意，作出符合港人利益
的積極回應。

陳勇：勿錯失溝通機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

理事長陳勇表示，中央與香港各界溝
通的大門一直常開，不斷伸出橄欖
枝。他舉例指民主黨在2010年政改方
案中，因願意與中聯辦官員溝通，最
後香港政制可向前邁進一步，所有選
民在立法會選舉都有兩票，反映只要
願意商討、求同存異即可令香港進
步。

他認為，反對派應要頂住激進派壓
力，把握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的時
機，不要錯失寶貴的溝通機會，「如
果繼續被激進派綁架，繼續向中央
『嘭門』，最終只會得不到中間派的
支持，兩邊不討好、得不償失。」

蔡毅：應與中央理性溝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

合會理事長蔡毅表示，香港立法會議
員，當中包括反對派議員，均是由香
港選民選出來，因此他們均必須堅守
「一國兩制」方針，為香港市民的福
祉着想，不應作出任何違法的事。他
認為，香港社會主流聲音均是渴求和

諧、溝通，故促請反對派若為市民好
的話，應放棄觸碰社會底線的原則，
與中央理性溝通，作出一個善意的回
應。

王國興：宜適切主動回應
「廿三萬監察」發言人王國興也

指，王志民主任甫上任便已伸出了橄
欖枝，對反對派作出友好態度，「王
主任已經踢出了個波，個波已經去到
反對派那邊」，認為反對派不能再把
溝通責任推卸予中央，應當適切主動
回應。他並呼籲，香港社會也要監察
反對派，看清楚他們是否仍在「口講
一套，做又另一套。」

王主任表溝通誠意 反對派應珍惜

■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請願，要求增加婦女福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王志民(左)拜會梁振英。 中聯辦網站圖片■王志民(左)拜會董建華。 中聯辦網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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