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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緊灣區機遇 港青大有作為
王志民勉接好歷史接力棒 融入祖國改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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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鰲亞洲論壇和香
菁英會昨日舉辦

「2018博鰲亞洲論壇青
年會議（香）」，主
題為「改革開放的中國
與世界」，探討青年如
何在國家改革開放40周
年中因時制宜，推動變
革創新。香特區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
主任王志民、副主任陳冬，外交部
駐特派員謝鋒，博鰲亞洲論壇秘
書長李保東等主持開幕典禮。菲律
賓前總統阿羅約夫人、世界衛生組
織榮譽總幹事陳馮富珍等作主題演
講。

革新不停步 港作用獨特
王志民致辭時提到，習近平總書

記日前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開幕式主旨演講中，向世界鄭重宣
佈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
越開越大，中國推動更高水平開
放、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推
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腳步不會
停滯，還在上月視察廣東時向世界
宣示，中國改革開放永不停步，下
一個40年的中國定當有讓世界刮目
相看的新成就。
他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在短短十
天內，兩次親自宣示新時代的中國
將堅定不移、永不停步地推進改革
開放，因為這是一條與世界各國共
享發展、包容普惠、互利共贏的人
間正道，是中國和世界共同發展進
步的偉大歷史征程。
王志民表示，在改革開放歷史進
程中，香始終扮演着重要角色，
是中國走向世界、世界走進中國的
重要窗口和平台，習近平總書記去
年「七一」視察香期間就深情地

指出：「香同胞一直積
極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和現
代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
獻。對此，中央政府和全
國人民從未忘記。」
他指出，國家改革開放

總體戰略的最初構想，充
分考慮了香的獨特作
用，充分借鑒了香的成
功經驗，而改革開放的歷

史進程也不斷成就着香。

灣區是「一國兩制」新實踐
王志民認為，粵澳大灣區建設

是改革開放與「一國兩制」兩大基
本國策在新時代激盪融合、同頻共
振形成的國家發展戰略，是新時代
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舉
措，也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
展的新實踐。
他相信，香一定能像改革開放

那樣，緊握大灣區建設這個重大歷
史機遇，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實
現自身新發展，譜寫新時代香傳
奇，而包括700多萬香同胞在內的
全國人民必將繼續同心同行，共同
推進國家改革開放和「一國兩制」
事業行穩致遠。

固優勢拓創科 港青大有可為
王志民強調，香繁榮發展的歷

史接力棒已傳到新一代青年人手
中，香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貿
易、航運中心地位，建設國際創新
科技中心，同樣需要年輕一代薪火
相傳，發揚光大：「『奮鬥的青春
最美麗』。我們身處中國與世界共
同發展進步的偉大新時代、好時
代，相信廣大青年朋友在這個大有
可為的新時代，一定會大有作
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也是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元年。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昨日表示，大灣區

建設是改革開放與「一國兩制」兩大基本國策在新時代融合形

成的發展戰略，也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而

香港過去在改革開放中扮演重要角色，相信香港會一如既往緊

握重大歷史機遇，譜寫新時代香港傳奇。（王志民主任講話全

文刊A15版）

回 顧 改 革 開
放 40 年來的作
用，中聯辦主

任王志民昨日認為，這是決定當代
中國命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關鍵一招，令生產力得到極大發
展，8億多人成功脫貧，更令民族自
信、自豪進一步提升，此外更惠及
世界，擔當推動世界經濟、積極參
與反恐維和等國際事務的負責任大
國。

滅貧奇蹟 造福國民 貢獻世界
王志民昨日在致辭中強調，改革

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
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
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關鍵一招。

他指出，在這40年來，國家社會
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和發展，國內
生產總值（GDP）從3,679億元增長

到82.7萬億元，年均增長9.5%；人
民生活水平顯著提升， 8億多貧困人
口成功脫貧，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
的奇蹟；人民精神面貌煥然一新，
中華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
力進一步提升，神州大地呈現出前
所未有的勃勃生機。

王志民又認為，改革開放不僅深
刻改變了中國，也深刻影響了世
界：「中國經濟」逐漸成為世界經
濟的發動機和穩定器，2012年起對
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三成；
「中國擔當」充分展示負責任大國
形象，在參與維和，承擔救災、醫
療援助，反對恐怖主義等國際事務
中從未缺席；「中國方案」為完善
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思路，積極倡導
各國各領域開放合作、共同發展、
共享繁榮，大力推動「一帶一路」
國際倡議，致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

偉大復興 關鍵一招
�&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朱 朗
文）美國接連向
包括中國在內的
多個國家挑起貿
易糾紛，對全球
經濟造成極大負
面影響。特首林
鄭月娥昨日不點
名批評美國，指

各國政要及經濟學者本來對今年經濟充
滿盼望，但有國家走向保護主義、單邊
主義，為世界經濟帶來不穩，也為企業
帶來了很大的焦慮。她強調，要保持和

平和發展，就需要善於應變、堅定立
場，最終以人民福祉為依歸，而國家在
改革開放40年來，除了自身發展外，也
為世界和平和發展積極作出貢獻。
林鄭月娥昨日在「2018博鰲亞洲論壇

青年會議（香）」上致辭時形容，過
去40年國家發展速度驚人，現在已是全
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貨物
貿易國及外匯儲備國，實現了從「站起
來」到「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
飛躍，不但讓人民的生活不斷改善，
「最重要、亦讓我感覺最深的就是，在
過去40年來，國家除了是求自身的發
展，也是擁抱世界，很積極地在世界舞

台作出國家的貢獻。」
她提到在上海舉行的首屆中國國際進

口博覽會，指進博會的目的是讓中國人
民能多買外國貨品，認為這是個突破，
規模也是舉世矚目、非常龐大，170個
國家和地區、3,600多個企業參展，境內
外購物團超過40萬人，場地超過30萬平
方米。

「帶路」有益於世「壁壘」徒增焦慮
林鄭月娥又指，國家從加入世界貿易
組織到參與貢獻「一帶一路」，成為世界
經濟增長的主要穩定器和主要動力源，
也促進人類的和平和發展。不過，她慨

嘆和平和發展雖是各國人民共同願望，
但有時並非一個國家能完全掌控的。
她憶述，自己在1月出席瑞士達沃斯

世界經濟論壇，與會者都對未來充滿期
盼，非常積極，認為今年經濟增長應該
非常好，「但是，不到半年就產生了很
大的變化，因為有些國家現在走向一些
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為世界的經濟帶
來了很大的不穩定性，也為我們的企業
帶來了很大的焦慮。」
林鄭月娥認為，要保持和平和發展，
就要把握歷史規律，善於創新應變，保
持堅定立場，最終以人民福祉為依歸。
她更向在場香青年強調，本屆特區

政府非常重視青年工作，她至今發表的
兩份施政報告，都把青年工作寫在「與
青年同行」專章內，除了大量投放教育
資源，也關心青年的創業、就業，為他
們提供多方面的支援，並重視與青年的
溝通，為他們提供更多議政、論政、參
政的機會。

密密出招 扶持港青
林鄭月娥期望青登高望遠，發掘香

以外的機遇，「我們舉辦到內地或海外
的實習、交流，而每年的博鰲亞洲論壇
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香的青年能
拓展他們的視野，多了解世界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在改革開放前，
內地生活水平甚低。博鰲
亞洲論壇秘書長李保東憶
述，當年連糧食及布匹等
生活必需品都要憑證購
買，小夥子問人借單車去
「追女仔」，就如現在開
着超級跑車般威風。他強
調，對改革開放40年的

最好紀念，就是將改革進行到底，呼籲香青年
志存高遠，強化國家和民族意識，將個人發展融
入國家發展。
李保東昨日在「2018博鰲亞洲論壇青年會議
（香）」上致辭時，先與在場青年拉近距離，
笑言和他們在一起，感覺自己也年輕了許多，又
大讚他們朝氣蓬勃，風華正茂，富有探索的勇氣
和創新的力量，「未來屬於你們。」

昔單車當超跑 開放改變命運
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

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李保東表示，自己對這句話

有深切感悟，因為在改革開放前，他們過了很長
時間的苦日子，當時麵、肉、油、布等生活必需
品都要憑證購買，母親做新衣服會先讓老大穿，
老大穿完了留給老二、老三穿，破了就補丁繼續
穿。
李保東續憶述，當時單車、手錶及衣車是奢侈

品的代表，小夥子找對象時，總會有熱心人借單
車給他們，「因為人們普遍認為，騎着自行車去
相親，如同現在開着寶馬、法拉利一樣。」
他表示，在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國家作

出了改革開放的決定，40年來取得了舉世矚目
的偉大成就，包括國內生產總值（GDP）從
1978年到2018年增長了224倍，佔世界經濟比
重從1.8%提升到15%，綜合國力實現了歷史性
跨越，也極大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提高了人
民的生活水平。
李保東認為，中國在短短40年，走過了許多

發達國家兩三百年所走過的道路，是人類發展的
奇跡。
「中國從來都不缺少改革家，從商鞅到王安

石，從張居正到張之洞，他們的改革一度取得成
功，但最終難以避免功敗垂成的結局。」他強

調，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革開放，才能克服
一層又一層的風險考驗，走上國家富強、民族復
興、人民幸福的康莊大道，「對改革開放40年
的最好紀念，就是推進新一輪改革開放，將改革
進行到底。」
李保東又寄語在場青年，指一個人無論年紀大

小，只要有夢想、敢於拚搏，他就永遠年輕，而
一個國家無論面臨什麼挑戰，只要青年勇於迎難
而上，前途就會光明。「新一輪改革開放的熱潮
正在神州大地激盪，站在新的歷史交匯點上，要
把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推進下去，需要全體中國
人民眾志成城，尤其需要青年一代勇於擔當。」
他更指，粵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倡

議為香青年擴闊發展空間，希望青年爭做時代
的弄潮兒，在新一輪改革開放中寫下華彩樂章，
「接力棒已經接到你們手裡，怎麼跑好這一棒，
就看你們的了。」
李保東最後以三句話跟青年共勉，包括「志當

存高遠，兒不嫌母醜」、「學無止境」及「人不
拚搏枉少年」。
他呼籲青要對祖國有應有的感恩之情，強化

國家和民族意識，將個人發展融入國家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改革開放除了令
國家和香得以迅速發展
外，也令整個世界受益。
外交部駐特派員謝鋒昨
日表示，改革開放促進了
全球和平發展，中國在這
40年來成為了推動世界經
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也是

維護世界和平、守護國際秩序的中堅力量，派
遣最多維和人員，並旗幟鮮明反對單邊主義和
保護主義。他寄語香青年在新時代改革開放
中肩負重任，成就精彩人生。
謝鋒昨日在「2018博鰲亞洲論壇青年會議

（香）」上致辭時表示，改革開放是當今世
界最震撼人心的中國故事，也是影響最深遠的
世界大事。
他指出，改革開放造福了世界，促進了全球

和平發展，其中中國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
重要引擎，以一國之力貢獻了全球三分之一的
增長，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提
供了中國動力。中國也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中
堅力量，積極參與幾乎所有重大熱點問題解決
進程，是聯合國維和行動第二大出資國和安理
會「五常」中派遣維和軍事人員最多的國家。

此外，中國成為守護國際秩序的重要支柱，
堅持經濟全球化的正確方向，旗幟鮮明地反對
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在全球治理當中貢獻中
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中國又成為國際公共產品
的積極提供者，倡議共建「一帶一路」，發起
成立亞投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
謝鋒提到，改革開放進一步成就了香，香

在40年來與國家同進步，共繁榮，為改革開
放作出了歷史性貢獻，也抓住機遇，譜寫了香
江傳奇，而踏着改革開放的節拍，「一國兩
制」從構想變為現實，生機盎然，行穩致遠。
他更認為，改革開放還深刻改變了包括香

同胞在內的每一位中國人的命運，促進了思想
解放，釋放了中國人民的創造力，讓每一位中
國人各盡所長，在貢獻國家發展的同時實現了
人生價值，「今天，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更加自
信、自尊、自強，中華民族正以嶄新面貌和昂
揚鬥志，屹立在世界東方。」
謝鋒強調，個人命運從來與國家命運緊密相

連，青年成長與時代發展息息相關。40年來，
改革開放成就了一批批敢拚會贏的香青年，
而40年後的新時代改革開放，將給廣大青展
示更加廣闊的人生前景，希望他們肩負起時代
重任，志存高遠，腳踏實地，放飛青春夢想，
成就精彩人生。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朱朗文）中
國在改革開放取得的
成就，令近鄰趨之若
鶩。菲律賓前總統阿
羅約夫人昨日高度讚
賞中國在40年來於
國家政策、創新科

技、交通運輸、經濟發展等各領域取得
的成果，又認為改革開放啟示了亞洲甚
至全球人類的命運是一個共同體。
現時為菲律賓眾議長的阿羅約夫人，

昨日在「2018博鰲亞洲論壇青年會議
（香）」上作主題演講。她指出，鄧
小平早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提出
改革開放，這個大膽的創舉讓中國脫
貧，也讓中國崛起了，而政策的長遠
性、領導的堅持和決心是成功關鍵。
她又認為，改革開放取得成功，先進

科技功不可沒，指鄧小平在1977年主
持了一個國家的科學科技會議，他在會
上強調中國要以科技興國，科學科技是
國家發展的根本所在。之後中國推出一
系列舉措，包括在 1988年成立中關
村，最近有雜誌更做了研究，指出中關
村已超越了美國矽谷，成為世界科技中
心，成就來之不易。

李保東籲青年將改革進行到底李保東籲青年將改革進行到底

謝鋒：獻力改革開放 成就精彩人生
阿
羅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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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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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8 博鰲亞洲論壇青博鰲亞洲論壇青
年會議年會議（（香港香港）」）」開幕開幕，，賓賓
主合影主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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