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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民主持中聯辦領導班子會議
學習貫徹習總書記重要指示講話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 新春伊始，中央政
召開中聯辦領導班子會議，集中學
懷香港同胞並連續 3 次作出重要指
示批示和有關重要講話精神。外交

2 月 10 日，香港新界大埔公路發生重大
交通事故，第一時間了解有關傷亡和救
助情況，並指示中聯辦負責人向特區政
府轉達對事故遇難者的哀悼、對遇難者
家屬及受傷者的親切慰問和對特區政府
及時有效救助工作的充分肯定

部駐港特派員謝鋒、解放軍駐港部
隊司令員譚本宏等參加會議。

會議指出，在春節前不到10天的時間裡，
習近平總書記連續 3 次親自關心關注香港，
還在「中共中央國務院2018年春節團拜會」
上，向香港同胞致以新春祝福，讓廣大香港
市民感受到總書記的親切關懷，充分反映了
習總書記在日理萬機中始終關心香港同胞的
安危冷暖、所思所盼，為香港同胞送來濃濃
暖意，也彰顯了習總書記所說「香港一直牽
動我的心」包含的對香港同胞的深情厚
意。可以說，「中南海始終直通人民群
眾」，中南海始終直通香港同胞。
會議認為，中央駐港機構要進一步增強
對習近平總書記「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
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
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認
識，切實做到 5 個看齊，切實增強做好新階
段香港工作、推動「一國兩制」成功實踐
行穩致遠的歷史使命感和政治責任感。
一是向習總書記高度重視「一國兩制」
偉大事業、親力親為關心香港同胞的領袖
風範看齊。習總書記高度重視「一國兩
制」事業，將其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重要組成部分，並將堅持「一國兩制」和
推進祖國統一確定為新時代治國理政的基
本方略之一，彰顯了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的
博大胸懷和領袖風範。特別是在春節前公
務繁忙、日理萬機之際，連續 3 次對香港同
胞親自表示關注關心並作出重要指示批
示，既讓廣大香港市民感受到總書記的親
切關懷，也讓中央駐港機構再次感受到極
大鼓舞，深深感悟到「一國兩制」偉大事
業作為「重大課題」在新時代黨和國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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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6 日，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逝世，
立即指示中聯辦負責人轉達對饒老逝世
的悼念和對家屬的慰問

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春節前親切關

中南海始終直通香港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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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近期 3 次
關心關注香港

府駐港聯絡辦主任王志民昨日主持

饒老逝世的悼念和對家屬的慰問；2月10日，
香港新界大埔公路發生重大交通事故，習總書
記第一時間了解有關傷亡和救助情況，並指示
中聯辦負責人向特區政府轉達對事故遇難者的
哀悼、對遇難者家屬及受傷者的親切慰問和對
特區政府及時有效救助工作的充分肯定；2月
14日，習總書記又親自給香港「少年警訊」
成員回信，表達對香港青少年朋友的問候、關
愛和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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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6 月 30 日，國家主席習近平來到香港少
年警訊永久活動中心暨青少年綜合訓練營考
察，看望正在訓練的香港青少年
看望正在訓練的香港青少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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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實做到 5 看齊
做好新階段港工作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向香港少年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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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中的「分量」。中央駐港機構要不斷提
高政治站位，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
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切實做到向黨中央
看齊，向習總書記看齊，按照習總書記提
出的「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
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建
設好」的指示要求，順應「一國兩制」理
論和實踐的時代發展，自覺增強政治責任
感和歷史使命感，努力鞏固維護和發展好
香港穩中向好的良好態勢。

增強政治責任感歷史使命感
二是向習總書記不忘初心、情繫人民的深
厚為民情懷看齊。十八大以來，民生始終是
習總書記念茲在茲的重大關切，貫穿於以習
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方方面
面。從強調「只有讓香港澳門居民安居樂
業，才能營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到去
年「七一」視察香港時要求新一屆特區政府
「盡心盡力服務市民大眾」，再到這次集中
對香港事務作出指示批示，充分體現了習總
書記一直「像愛自己的父母那樣愛老百
姓」。中央駐港機構必須增強向習總書記看
齊、向黨中央看齊的政治自覺思想自覺行動
自覺，時刻不忘初心、永遠情繫人民，忠實
履行好傳遞習總書記和黨中央對香港廣大市
民的關心、關懷和關愛的重要職責，積極支
持特區政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配合中央
有關部門制定出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及相關配套實施方案，落實好中央有關
部門出台的便利香港同胞在內地學習、創
業、就業、生活的政策措施，不斷促進香港
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謀求新發展、成就新
輝煌。
三是向習總書記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傳承、力促進增強國家意識和文化認同
的高度自信看齊。習總書記第一時間對國
學大師饒宗頤先生逝世表示悼念、對家屬
表示慰問，充分體現了習總書記對知識和
人才的尊重、對香港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
傳統文化的充分肯定。習總書記的文化大

自信，不僅對內地而且對香港繼續傳承中
華優秀傳統文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長遠指
導意義。習總書記多次強調，中華優秀傳
統文化是我們民族的根和魂，是維繫包括
香港澳門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的精神
紐帶。我們一定要以傳承和創新中華民族
優秀文化為重點，推動香港社會對中華民
族優秀文化的傳承和發揚，加強愛國主義
和國家觀念教育，幫助香港同胞樹立和堅
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
觀，增強香港市民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
氣，增強民族認同感與自豪感。

2 月 14 日，習總書記親自給香港「少年
警訊」成員回信，表達對香港青少年朋
友的問候、關愛和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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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看齊
■ 向習總書記高度重視
「一國兩制」
偉大
事業、親力親為關心香港同胞的領袖
風範看齊
■ 向習總書記不忘初心、情繫人民的深
厚為民情懷看齊

■ 向習總書記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
承、力促進增強國家意識和文化認
四是向習總書記關心青年、助力青年成長
同的高度自信看齊

支持特區政府和各界關心青少年

的歷史責任擔當看齊。習總書記一直都高度
重視青年、關懷青年、信任青年，把青年看
作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把青年作為
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生力軍，支持青年在人
民的偉大奮鬥中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習總
書記也一直關心香港青年，去年「七一」視
察香港期間，希望香港社會各界要帶頭關心
青年，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問題，為他們成
長、成才創造良好條件，使愛國愛港光榮傳
統薪火相傳，使「一國兩制」事業後繼有
人。特別是習總書記在收到「少年警訊」成
員親手製作的新春賀卡後，在十分繁忙的工
作中抽出寶貴時間親自回信，希望他們讀萬
卷書、行萬里路，多學點歷史，多了解點國
情，開闊視野，增長見識，錘煉本領，早日
成才，以實際行動服務香港、報效國家，再
次體現了總書記對香港青少年的關心和期
許。我們要按照習總書記的重要指示批示，
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關心青少年的
學業、就業、創業，幫助青少年健康成長，
把愛家和愛國結合起來，把實現個人夢、家
庭夢融入國家夢、民族夢，在服務香港、報
效國家中成就自己、發展自己。
五是向習總書記不懈奮鬥、攻堅克難的
崇高品質和堅強意志看齊。習總書記在
2018 年新年賀詞中指出「幸福都是奮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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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習總書記關心青年、助力青年成長
的歷史責任擔當看齊
■ 向習總書記不懈奮鬥、攻堅克難的崇
高品質和堅強意志看齊
來的」，在春節團拜會的重要講話中再次
強調，「奮鬥者是精神最為富足的人，也
是最懂得幸福、最享受幸福的人，新時代
是奮鬥者的時代」。這既是對內地民眾提
出的希望和要求，也是對香港同胞提出的
殷切期望，展示了習總書記不懈奮鬥、攻
堅克難的堅強意志和崇高品質。「一國兩
制」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
重要組成部分，是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
業，沒有任何先例可循，我們更需要學習
和弘揚這種不懈奮鬥、攻堅克難的堅強意
志和政治自覺，推動「一國兩制」在香港
的成功實踐行穩致遠。
會議強調，中央駐港機構一定要按照習總
書記提出的「兩個建設好」的指示精神，切
實貫徹落實好習總書記的有關指示和中央決
策部署，繼續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積極有為，繼續與香港同胞同心同
行，創造香港更加輝煌的美好明天！

要 聞

A

3

區諾軒燒基本法
法律界促 DQ

體 育

A 17

中國冬奧首金
速滑大靖威武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 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