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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民與議員分享
三點感受

■ 立法會是依法維

護特區憲制秩序

的重要政權力量

■ 立法會是促進和

監督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共同造

福香港市民的重

要政權力量

■ 立法會是弘揚愛

國愛港精神，促

進香港共擔歷史

責任、共享發展

榮光的重要政權

力量

資料來源︰王志民致辭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昨 日 是

第二十三

個「世界

閱讀日」，中聯辦主任王志民亦

指出「人間四月讀書天」，特意

挑選了兩本書送給立法會議員，

分別是憲法和基本法合訂本，以

及《鄧小平論香港問題》，希望

讓議員更深刻了解憲法與基本法

的內容和關係，並讓大家體會鄧

小平設計「一國兩制」的初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兩書贈議員
望學憲識法
�&

■ 王志民主任昨向立法會議
員送上憲法和基本法合訂本及
《鄧小平論香港問題》兩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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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民主任昨出席立法會午王志民主任昨出席立法會午
餐會餐會，，與議員分享三點感受與議員分享三點感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繼不同
板塊議員日前參加立法會大灣區訪問團後，
昨日立法會邀請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出席的午
餐會上，亦有部分非建制議員出席，令人期
盼議會是否可放下政治對立，各方加強溝
通。王志民昨日表示，今後一定還會有這樣
的機會見面、餐聚、交流，自己和中聯辦同
事都期待未來與「泛民」朋友溝通交流。他
又代表中聯辦誠摯邀請立法會議員到中聯辦
做客，「歡迎『中環』的各位議員朋友再聚
『西環』、再敘友情。」

邀梁君彥和議員作客中聯辦
王志民昨日在午餐會致辭時，首先就表示

非常高興再次來到立法會大樓做客，並說自
己對5年前陪同時任主任的張曉明來立法會
的場景，至今記憶猶新，印象深刻，「再次
和議員朋友見面交流，『大家聚埋一堂食餐
飯，坐埋一齊傾下偈，真係好親切好開
心』。」
他更在致辭最後向議員發出邀請︰「我

代表中聯辦誠摯邀請梁君彥主席和各位議
員朋友到中聯辦做客，歡迎『中環』的各
位議員朋友再聚『西環』、再敘友情。」
在午餐會和參觀立法會後，王志民主動

與傳媒講了此行的感受。他說，在差不多

兩小時的交流，「氣氛很好，輕鬆愉快，
坦誠友好，加深了相互了解，也增進了友
情，應該說是一次令人難忘和愉快的午餐
會。」
被進一步問及午餐會的細節，及日後會否

繼續和反對派溝通時，王志民說，午餐會中
大家都很輕鬆地進行交流，「我和我的同事
們與各位議員坐在一起，也包括『泛民』議
員朋友，大家談得都不錯。」

「是好開始 一定會再交流」
王志民續說︰「我想這是個好的開始，今

後一定還會有這樣的機會，大家一起見面、
餐聚、交流。中聯辦非常有誠意與包括『泛
民』人士在內的社會各界人士接觸溝通，聆
聽各方面意見。」
他又笑言，席間有議員跟他開玩笑，說今

天也是「中環、西環行埋一齊」，「我想無
論是跑馬地也好，西環也好，金鐘也好，中
環也好，大家都是為了香港好、都是為了國
家好，為此大家多一點『行埋一齊，坐埋一
齊，傾埋一齊』是正常的。」
王志民又說，相信廣大香港市民都很樂意

見到這種情況，「所以，我和中聯辦的同事
與你們一樣，對未來和『泛民』人士的溝通
交流都有期待。」

盼加強溝通 邀「西環」再聚

王志民、中聯辦副主任楊健、何靖
及有關部門負責人昨日都出席了

立法會午餐會。51名來自不同黨派的
議員亦有出席，除了立法會主席梁君
彥外，8名建制議員和5名非建制議員
都坐在主家席。
王志民在午餐會發表題為《堅守初
心 同心同行》的致辭，並與議員分享
三點感受︰

立會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
第一，立法會是依法維護特區憲制
秩序的重要政權力量。他引述習近平
總書記所言，指出回歸完成了香港憲
制秩序的巨大轉變，國家憲法和香港
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區的憲制基
礎，「立法會就是在這一憲制基礎上
設立的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他又
指出，回歸以來，立法會共計通過了
600多項法案，使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
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落地生根，成為
全港市民的共同遵循。「所以說，立
法會議員是九七特區新政權誕生的參
與者見證者，立法會是依法保障『一
國兩制』實踐、維護特區憲制秩序的
重要政權力量。」

盼提高議事效率促進惠民政策
第二，立法會是促進和監督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共同造福香港市民的重
要政權力量。王志民再次引述習近平
總書記所言，指出特區政府管治團隊
是一個整體，關鍵是要全面落實和進
一步完善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
導體制，處理好行政、立法關係，真
正做到議而有決、決而有行，確保政
府依法施政的順暢、高效。「廣大市
民更是對特區政府和立法會充滿期
待，尤其希望特區政府和立法會更多
關注經濟民生議題，希望立法會不斷
提高議事效率，促進政府更多更快地

出台一些有助於香港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的好政策。」
他表示，中央政府和廣大香港

同胞都期望，立法會與林鄭
月娥行政長官領導的新
一屆特區政府有商有
量，不斷造福市
民，並相信「愛
國愛港、民主監
督 、 理 性 務
實、和衷共
濟」應該也必
將成為立法會
文化的核心價
值。
第三，立法

會是弘揚愛國
愛港精神，促
進香港共擔歷
史責任、共享發展榮
光的重要政權力量。
王志民指，習近平總書記曾指
出，香港從回歸之日起，重新
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也就是說，特
區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共
同構成了特別行政區新政權，成為國
家治理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包括各
位議員朋友在內的所有特區公職人
員，都是『一國兩制』下治國理政的
特殊重要力量，都是特區政權機關的
重要成員，可以說也都屬於建制人
士，都應當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
任，都必將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
榮光。」
王志民強調，「我堅信並熱切期

盼，只要我們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堅守『一國』之本、善用
『兩制』之利，『相信自己、相信香
港、相信國家』，堅守初心、同心同
行，就必將為『一國兩制』50年不變
和行穩致遠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昨日應邀出

席立法會午餐會，與在席的各黨派議員交流。首次以主任身份出席

立法會午餐會，王志民與議員坦誠交流，氣氛融洽。他在致辭中分

享三點感受，指出立法會是依法維護特區憲制秩序的重要政權力

量；是促進和監督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共同造福香港市民的重要政

權力量；也是弘揚愛國愛港精神，促進香港共擔歷史責任、共享發

展榮光的重要政權力量。他將繼續真誠聆聽、認真思考包括議員朋

友在內的社會各界，對香港回歸20多年來寶貴經驗的總結，和對未

來發展的謀劃建議。 （王志民致辭全文刊A12版）

同心同行有商量
同造福香港市民

王
志
民
：

出席立會午餐 會各黨派議員 分享三點感受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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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午餐會菜單立法會午餐會菜單

資料來源：立法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淮揚三秀
（香醋青瓜、五香牛、櫻花蝦萵筍）

．牛肝菌燉竹絲雞湯

．碧玉伴金蝦

．魚躍龍門

．喜鳳朝陽

．瑤柱鮑汁荷葉飯

．紅蓮喜相圓

．時令鮮果拼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