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漢銓昨日代表
榮休的港區十二屆
全國政協常委和委
員，向中央政府、
全國政協，及香港
中聯辦對他們的無
限關懷、信任和支
持致謝。他強調，
雖然卸任了政協委

員的職位，但責任不能卸任，因為目前
國際形勢變化萬千，香港作為國家對外

開放的橋頭堡，身為各行業精英的榮休
委員要繼續發揮正面積極的影響，「不
忘初心，砥礪前行，為繁榮香港、振興
中華的偉大使命鞠躬盡瘁。」
劉漢銓坦言，榮休委員都是服務國家

多年的「老政協」，有着全國政協賦予
的崇高榮譽及重要使命，讓他們有機會
參與國家的政治協商及民主監督，「我
們對此感到無比的光榮及自豪，多年的
政協旅程，承載着我們共商的角色，這
些歲月有着太多難忘的美好回憶。」他

指出，國家近年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
而政協委員在全國政協的領導下，堅持
圍繞中心，共同為黨和國家付出，貢獻
自己的力量，並見證着這一切的發展。

續為國家發展建言獻策
他特別提到中共十九大報告十分關注

香港的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及社會穩
定，並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
極參與「一帶一路」，及在粵港澳大灣
區等重要國家戰略中「共擔國家責任，
共享國家富強榮光」。他指出，榮休委
員與香港「同呼吸，同命運」，因此他

們應繼續為國家發展戰略建言獻策，並
協助香港抓住歷史性的機遇，為國家和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作出貢獻。
劉漢銓還說，自己在20年的政協委員

生涯中有兩樣東西彌足珍貴，「一是友
誼，從中央、全國政協及中聯辦，我認
識了很多令人尊敬、有使命感的朋友，
我十分榮幸能與他們一路同行。」「二
是薪火相傳的人民政協事業，我們很高
興看到一批又一批優秀、年富力強、充
滿熱情的新生力量加入到人民政協的隊
伍中，使我們永遠青春和活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浩賢

王志民會見榮休港區代表委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訊，昨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政協在中聯
辦分別舉行向榮休港區十二屆全國人大
代表和全國政協常委、委員頒發榮譽證
書證牌儀式。儀式結束後，中聯辦主任

王志民，副主任黃蘭發、譚鐵牛會見了
出席活動的70餘位榮休代表委員，並
與他們餐敘座談。

讚發揮「雙重積極作用」
王志民在致辭中首先向榮休的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表示祝賀，感謝
他們秉持愛國愛港光榮傳統，積極參與
國家事務管理和香港社會事務，充分發
揮「雙重積極作用」，為國家改革發展
和香港順利回歸，為全面準確貫徹「一

國兩制」和基本法，為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與發展利益和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所作出的突出貢獻。
他高度肯定代表委員們認真履職盡

責，發揮了表率作用；在特區建制和愛
國愛港團體中擔任要職，發揮了骨幹作
用；積極引導社會輿論，發揮了帶頭作
用；廣泛參與社會事務，發揮了中堅作
用。
王志民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

郭振華、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潘立剛專程來

港看望榮休代表委員並頒發榮譽證書、證
牌，帶來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的親切關懷，轉達了栗戰書委員長、汪洋
主席的親切問候，充分體現了中央領導和
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對各位代表委員的肯
定、信任、關心和厚愛，同時也是對大家
進一步發揮好「雙重積極作用」，為國家
和香港多作貢獻的鼓勵和期望。

盼續貢獻國家服務香港
王志民希望榮休代表、委員繼續貢獻

國家、服務香港，促進香港與內地交流
合作，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繼
續積極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繼續關心培養青年成長，使愛國愛
港光榮傳統薪火相傳。
同日下午，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在

中聯辦舉辦專題講座，中央黨史與文獻
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曲青山作了《不忘初
心──中國共產黨的奮鬥歷程》的主題
報告。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和近百位現
任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出席。

■王志民昨日在餐敘座談時致辭。
中聯辦網站

榮休港代表委員獲頒榮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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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梁振英郭振華潘立剛呂虹譚鐵牛等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浩賢、鄭治祖）全國

人大常委會、全國政協

昨日上午在香港中聯辦

分別舉行向榮休港區十

二屆全國人大代表和全

國政協常委、委員頒發

榮譽證書證牌儀式。全

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

梁振英，全國人大常委

會副秘書長郭振華，全

國政協副秘書長潘立

剛、港澳台僑委員會駐

會副主任呂虹，中聯辦

副主任譚鐵牛等出席。

中聯辦副主任譚
鐵牛昨日出席向榮休
港區十二屆全國政協
常委、委員頒發榮譽
證書證牌儀式時，在
致辭中高度肯定榮休
委員為國家改革發展
及香港穩定繁榮所作
的貢獻，希望眾人繼

續關心國家、關心香港，並發揮自身的
獨特優勢，積極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支持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
政，全力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讚榮休委員「挺港英雄」
譚鐵牛代表中聯辦向榮休的政協常委

及委員致謝，感謝他們長期以來對國家
工作的支持，對港珠澳發展的關心關
愛。他表示，中聯辦很高興在全國政協
的領導跟相關部門的關心和大力支持下
舉辦儀式，希望榮休的委員能感受到全
國政協大家庭的溫暖，「榮休委員依然
可以憑榮譽證在內地口岸享受優檢待
遇，由此體現了國家對榮休委員作出的
重要貢獻的肯定。」
他形容，榮休委員是「我們的挺港英

雄和我們愛國愛港的堅定力量」，因為
他們一定支持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
設，促進兩地交流合作、支持特區政府
及行政長官依法施政，為國家和香港的
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於你們的付
出和貢獻，國家不會忘記，香港不會忘
記，我們不會忘記，你們在發展過程中
給我們的理解和支持，讓我們銘記在
心，而且非常感動。」
譚鐵牛又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去年

「七一」來港視察時發表了一系列重要
講話，當中清晰規劃出香港社會發展的
方向，近日總書記更就24名在港兩院院

士所反映的國家科研項目經費過境香港
使用等問題作出重要批示，徹底清除了
香港科技界發展的障礙，港人對此感到
十分振奮，同時也彰顯了總書記和中央
政府支持香港發展的決心。
譚鐵牛說，「一次政協經歷，一生家

國情懷」，即使大家卸任政協職位，中
聯辦和全國政協也是他們溫暖的大家
庭，他們也依舊是挺港的核心力量，期
望榮休委員能繼續做好協調工作，為國
家與香港的發展作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浩賢

昨日首先舉行向榮休的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
和委員頒發榮譽證書證牌儀式。董建華、

梁振英、潘立剛，向58名榮休的港區十二屆全
國政協常委和委員頒發榮譽證書證牌。
潘立剛在儀式上致辭指出，榮休委員昔日在多個

建設國家及香港的方面發揮積極作用，懷着對國家
的忠誠體現無私奉獻，讓全國政協能薪火相傳。榮
休委員永遠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是人民政協事
業發展的重要力量，希望他們繼續為在香港實現
「一國兩制」護航，充分發揮自己的力量。榮休委
員過去全心投入全國政協的大家庭，在維護香港長
期發展穩定及參與內地建設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成為維護「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鮮明旗幟，
是壯大和整合愛國愛港力量的中間人。

潘立剛讚五方面做得好
他指出，榮休委員在五方面做得好：一是職責

履行得好，因為榮休委員昔日積極參與了全國政
協的全體會議等重要活動，在經濟、文化、教
育、金融、法治、環保等操作方面提出了很多有
見地的意見及建議；二是愛國愛港立場堅持得
好，在違法「佔中」期間，榮休委員紛紛通過發
表文章及接受採訪等方式，表明反對違法「佔
中」的意向；三是參與內地建設身體力行得好，
榮休委員昔日多次赴內地考察，推動了內地與香
港的交流合作；四是服務香港社會作用發揮得
好，榮休委員積極支持特區政府及行政長官依法
施政，全面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並透過成立
智庫，圍繞着香港的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保障等
重要議題建言獻策；五是關心青少年健康成長工
作做得好，榮休委員昔日透過多種途徑加深青少
年的國家意識，增進其愛國情懷。
潘立剛最後總結說，今次頒發的榮譽證書證牌
鐫刻了各位常委和委員在政協這個大舞台上作出
的積極貢獻，凝聚了大家在政協這個大家庭中肝
膽相照、合作共治的美好歲月，也激勵了新一屆
政協委員在新時代繼續奮鬥。
譚鐵牛致辭高度肯定榮休委員為國家改革發展
及香港穩定繁榮所作的貢獻，希望眾人繼續關心
國家、關心香港，並發揮自身的獨特優勢，積極
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支持特區政府和行
政長官依法施政，全力維護香港繁榮穩定。（見
另稿）
劉漢銓代表榮休常委和委員發言表示，雖然政
協委員職位卸任了，但責任不能卸任，冀各位榮
休委員發揮正面積極的影響，不忘初心，砥礪前
行，為繁榮香港、振興中華的偉大使命鞠躬盡
瘁。（見另稿）

郭振華：充分肯定代表付出
隨後，舉行向榮休港區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頒
發榮譽證書儀式。郭振華、譚鐵牛向范徐麗泰、
譚惠珠等10位榮休的港區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
頒發榮譽證書。
郭振華表示，榮譽證書充分肯定了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對國家機關工作所付出的努力，是代表們
多年來參與全國人大工作的紀念。

譚鐵牛：一次政協經歷 一生家國情懷

范太：與同胞共實現中國夢
我已做了20年的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在這段期間
我目睹了國家的發展，看
到國家在制度及法律方面
日趨全面化和完善，但還
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
今時今日是國家發展的關

鍵時期，希望能跟全中國的同胞一起
實現中國夢。

劉佩瓊：人生最光榮的經歷
在過去20年出任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期間，除了每
年出席兩會之外，又有安
排內地省份的視察活動，
專題調研，如自由貿易區
及東江水等。最近十年，
我們都有機會參加人大培

訓，人大常委會的專題執法檢查，而
且在列席人大常委會時可以對立法及
修改法律議案自由發言，表達意見。
最大的收穫是對國家發展，政府治理
施政的制度及方針政策，及各種社會
概況了解清晰了。從而在討論國事，
建言獻策也較踏實，靠譜了。真正體
會到可以服務國家！對於香港執行
「一國兩制」，以至涉及內地的各種
政策及問題也可發揮代表的橋樑作
用。能在全國人大代表的位置上為國
家，為社會做事是人生最光榮的經
歷。

劉健儀：助青年增愛國情懷
曾任兩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我，

非常感激全國人大常委會向我頒發榮
譽證，但不論是否獲發榮譽證，亦會
繼續當中的責任。自退任人大代表
後，我仍有到不同的學校講解國家的

發展狀況，希望加深年輕
人對國家的認識及增進愛
國情懷。在過往10年，
最難忘的事必定是2014
年的「8．31決定」，我
決定支持全國人大的決
定，只因我相信這個決定

能給予港人普選的契機。

譚耀宗：參與政協是種榮幸
我相信紀念牌及榮譽證

是對我們這些不再連任港
區政協常委或委員在工作
上的肯定，通過參與全國
政協的工作，我們能作為
香港跟中央的橋樑，將港
人的意見、關心的議題、

或是想國家可以發展進步、改善的地
方，藉這些機會和平台提出來，我相
信大家都認為能參與全國政協的工作

是一種榮幸。

陳婉嫻：聚各方好友助議政
我認為政協委員能凝聚

各方好友，為國家及香港
的情況提出意見。在擔任
政協委員期間，我感到中
央非常重視港人的意見，
每當我們前往內地，官員
都會專程與我們討論香港

的社會民生狀況，我在交談中也獲得
了不少啟示。內地官員亦歡迎我們對
內地的發展提出意見，我曾在開會時
向官員反映上海運輸經常延誤的問
題，結果隨後就有相關部門的官員與
我們交流討論，亦有官員鼓勵我將昔
日在香港累積的經驗寫成粵港澳大灣
區的議案，讓我可以更進一步參與國
家及香港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浩賢

劉漢銓：卸職不卸責 砥礪續前行

榮

休

感

言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國權 攝

■■譚鐵牛譚鐵牛

■■劉漢銓劉漢銓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國權 攝

■■郭振華郭振華((右五右五))、、譚鐵牛譚鐵牛((左五左五))向榮休港區人大代表頒發榮譽證向榮休港區人大代表頒發榮譽證。。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董建華董建華((左四左四))、、梁振英梁振英((右二右二))、、潘立剛潘立剛
((左二左二))向榮休港區政協常委和委員頒發向榮休港區政協常委和委員頒發
榮譽證榮譽證。。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