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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青集思新時代國民責任
中聯辦舉辦座談會 才俊盼新作為共擔使命

出席座談會青年代表
全國青聯副主席、新世界發展執行主席 鄭志剛
全國青聯常委、香港志願者協會執行主席 葉振都
全國青聯常委、惠州新動力主席 樓家強
全國青聯常委、經民聯青委會主席 梁宏正
全國青聯常委、香港青年聯會參事 范駿華
香港華菁會主席 陳晴
香港菁英會主席 莊家彬
香港青年聯會主席 郭永亮
香港青聯副主席 柯家洋
香港青聯常董 趙之威
香港青聯會董 顏婷婷
香港青聯會員 周天恩
香港青聯學生交流網絡司庫 鄭琇綾
岩石亞洲證券有限公司董事 忻賢雯
前海國際聯絡服務有限公司公關經理 李鑒泉
中裕冠集團執行副總經理 劉漢碩
瑞士信貸銀行私人銀行副總裁 簡敬文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眼中的十九大」
座談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華、沈清麗
■香港青年座談分享學習十九大報告的心得體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香港青年眼中的十九大」座談會昨
日在港舉行，中聯辦副主任陳冬
中共十九大引領國家邁向一
個偉大的新時代。中聯辦昨日
舉辦「香港青年眼中的十九
大」座談會，與會的 17 名香
港各界青年，圍繞「新時代、
新青年、新作為」這一主題，
分享自己對學習十九大報告的
心得感受。他們表示，習近平
所作十九大報告以「新」字為
特點，重點指出國家的發展已
經進入新的時代，這個新時代
賦予了新的使命新的期盼，作
為新一代的香港青年人需要有
一番新的作為，才能共同承擔
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沈清麗、陳文華

主持，中聯辦青年工作部部長陳林、副部
長李薊貽、副部長楊成偉等出席。

鄭志剛：創新青年工作回應國策
全國青聯副主席、新世界發展有限公
司執行主席兼聯席總經理鄭志剛在座談
會上表示，自十八大以來，5 年來，我
們國家取得了全方位的、開創性的成
就。十九大開啟了中國發展的新征程，
制定了14條國家發展方略，制定了新的
發展目標，包括2020年實現小康社會，
2035 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
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
現代化強國。
鄭志剛說：「十九大報告以『新』字
為特點，重點指出中國的發展已經進入
新的時代，我們必須以新思想、新舉措
實現新的奮鬥目標。根據十九大報告對
中國未來發展指引的方向，我也在思考
香港的新發展、青年工作的創新以回應
國家發展策略。」
他續說，大會主題的「不忘初心，牢
記使命」這句話，應該成為我們所有人
奮鬥的座右銘，我們要為香港繁榮穩定
以及香港青年事業發展，持續不斷地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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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副主任陳冬（左）與香港青年代表握手。
力工作。

莊家彬：結合港情開展新征程
香港菁英會主席莊家彬表示，十九大
報告縱觀歷史、展望未來，提出了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國家
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十九大報告，是建
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總動員，讓全
體人民更明確了責任和使命。通過學習
十九大的精神，使我們更相信，今天開
啟的這個新時代，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
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他說：「作為新一代香港人，我們深
感責任重大，必須通過深入學習，準確
把握十九大報告的精神實質，結合香港
實際，牢固樹立新的發展理念，開始我
們新時代的征程，擼起袖子加油幹。」
香港青年聯會主席郭永亮表示，在新的
時代，我們國家堅持奉行和平外交及對外
開放政策，只有大國才會有這樣的胸懷。
「現今歐美一些國家開始出現自我保護主
義，我們國家能夠堅持對外開放，正是我
們泱泱大國的一種展示。作為中國人，我
對我們國家的治國理念感到很自豪。」

♢♢

倡新青年踏實把握新機遇

大灣區合作施展抱負
全國青聯常委、惠州新動力主席樓家強
表示，希望香港青少年透過十九大報告更
了解所處時代的歷史使命，以建設香港、
建設國家為未來目標，主動了解國家政策
及發展藍圖，長大後積極融入國家發展，
利用在香港所學回報香港、建設祖國。未
來會繼續組織香港青少年參與多元交流活
動，從歷史、文化、民生、法制、經濟等
不同領域增加對國家的認識，增強國家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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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感及國民身份認同。
全國青聯常委、經民聯青委會主席梁宏
正表示，現時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正是香
港與內地優勢互補的最好合作，未來在大
灣區建設中將有多元產業發展，為香港年
輕人提供更多選擇，為更多年輕人一展所
長實現抱負提供最好的平台。
全國青聯常委、香港青年聯會參事范駿
華表示，未來香港不僅要做好青年國情教
育，也要多做教師工作，因為教師也有責
任和義務當好自己的角色。國家發展一日
千里，未來香港應加強國情教育，讓教師
及學生有渠道獲得祖國國情的最新資訊，
並透過親身體驗或不同課題，更具體了解
國家在各方面的政策措施。
香港華菁會主席陳晴表示，十九大報
告中有 8 個段落提到港澳部分，重視程
度之高前所未有。她表示，未來會與華
菁會成員一起在港重新扎根，重建文化
信念，向社會釋放正能量。
香港青年聯會主席郭永亮表示，香港
未來也要更注重加強青年的道德教育，
同時增強他們對民族統一的觀念。「未
來青聯也要讓香港基層青年看到香港的
希望，看到自己未來的希望，這樣才可
以推動香港繼續發展。」

冀新作為搭上「復興號」列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沈清
麗）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青
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青年
一代有理想、有本領、有擔當，國家就
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香港各界青
年在座談會上就此紛紛表示，新時代賦
予新使命，也呼喚着包括香港青年在內
的全國新青年。他們並表示，青年人是
香港發展的中堅力量，呼籲香港年輕人
勇於把握新機遇，敢做新青年，成為新
時代的分享者、承擔者、建設者，在未
來30年親身見證國家成為現代化強國。
全國青聯副主席鄭志剛表示，青年人是
香港發展的中堅力量，青年人務實理想的
實現就是香港理想的實現，就是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理想的實現。未來將引導香港青
年樹立務實的思想，幫助香港青年開拓更
大的發展空間，展現香港青年卓越才華，
進一步增強香港青年的自信心及文化包容
心。「我們要引領香港青年人深入了解、
考察內地，也為香港青年創造更多的內地
實習及就業機會，尤其是在未來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期間，重點培養更多科創人才和
文化產業人才。」

十九大報告提出「支持香港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
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
面推進內地同香港互利合作、
制定完善便利香港居民在內地
發展的政策措施。」香港青年
認為，國家有意推動香港融入
國家發展戰略，香港亦應做出
「新作為」，在大灣區建設、
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
作、專業人才、醫療建設中積
極發揮作用，讓香港融入國家
發展大潮，搭上中國「復興
號」列車，再次騰飛。
全國青聯副主席鄭志剛引述中
聯辦主任王志民所講「十九大給
香港帶來新機遇，促進香港新發
展」，表示十九大報告支持香港
參與多項國家發展，充分體現中
央對香港的重視。他表示，在內
地改革開放初期，香港利用獨特
的優勢資源，對內地發展起到了
重要作用。今天的香港依然在金
融、航運、建造等行業保持優勢
地位，同時科創及文化產業亦快
速發展，為內地經濟轉型起到示
範作用。
全國青聯常委、香港志願者
協會執行主席葉振都表示，十
九大舉世矚目，全世界目光都
聚焦在此，大家都在關注着十
九大，希望第一時間了解我們

國家發展動向，這說明我們國
家發展關乎着全球人類發展，
很多國家都希望搭上我們中國
發展的「復興號」列車。
全國青聯常委、經民聯青委
會主席梁宏正表示，香港未來
在粵港澳大灣區的 11 個城市中
有望脫穎而出，帶領大灣區成
為世界最繁榮的灣區。
他表示，大灣區發展離不開專
業人才，香港與內地應優勢互補，
為大灣區建設輸入源源不斷的專
業、具國際視野的優秀人才，這
不僅能為年輕人提供多元工作選
擇，也在大灣區建設中開闢屬於
自己的一片天。

醫療建設大有可為
香港青聯副主席柯家洋表示
關注十九大報告中關於醫療建
設新舉措，包括加快建立中國
特色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以及
醫養結合、應對人口老齡化
等。他表示，多項新措施雙管
齊下，不僅可減低目前醫院及
整體醫療系統的巨大壓力，更
可提升整體醫療系統供應鏈的
可持續發展，並對加強香港醫
護人員參與在兩地醫護服務探
討、醫護技術交流、醫療衛生
政策倡議等發揮重要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華、沈清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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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中國影響力」
「當大家都在比較誰將『不忘初
心，方得始終』譯成英文是最好時，
我看到了中國在國際的影響力。」香
港青年聯會學生交流網絡司庫鄭琇綾指，她看到外國
人在爭相翻譯中文，也在爭相學習中文，自己作為華
人也會引以為傲。
鄭琇綾表示，自己認真看完十九大報告，更加深了
自己對中國的認識。「我發現中國更注重科技現代
化，也更注重綠色事業等，身為大學生，我很想知道
報告能帶給我什麼，使我對中國可以加深哪些了解，
又能摒除哪些不好印象。」





支持實施國歌法
曾留學英國的香港青年聯會會員周天恩指，留學期
間特別能感受到國家對她們的照顧和保護，自己對國
旗的感受也特別深，因此她很支持實施國歌法。「如
果用家的觀念去理解國歌，我們一定會支持國家，像
我們在國外看到滾動的中國新聞就會很驕傲。我們在
英國的同學會不會叫香港留英同學會，因為我們都是
中國人，所以我們叫中國留英同學會。」
剛從北京返港的中裕冠集團執行副總經理劉漢碩
指，十九大開幕當天，自己剛好在北京，「我感受最
深的是，整個北京不論是官員還是市民都在學習十九
大精神，讓我感到十分振奮，從心底上覺得全中國這
一時刻都在關心同一個問題，有一種命運共同體的感
覺。回到香港，我覺得作為青年人，可從自身出發多
做一些宣傳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沈清麗、陳文華

■鄭琇綾

■周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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