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蘋果日報》在上月的立法會九龍西補

選中，鋪天蓋地為代表反對派參選的李卓人造勢，更在臨近投票日時，

藉自己一個民調聲稱另一候選人馮基檢「鎅票」，又聲言馮檢基「收

錢」，被當事人批評報道抹黑失實。有市民昨日到廉政公署總部請願及

報案，強烈抗議《蘋果日報》假借港大民調攻擊九龍西補選候選人，並

促請廉署嚴正調查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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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最大優勢」用好「最大舞台」
攜手書寫香港與國家同發展共繁榮的嶄新篇章
香港文匯報訊 由香港特區政

府和中聯辦聯合主辦的「香港特

別行政區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

周年專題研討會」 昨日在港舉

行。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出席並致

辭，全文如下：

——在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專題研討會上的致辭（全文）

（2018年12月10日）
中聯辦主任 王志民

尊敬的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各位嘉賓，
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慶祝改革開放 40周
年，是今年國家和香港的大事盛事喜
事。今天，由林鄭月娥行政長官親自倡
議，我們在這裡隆重舉行「香港特別行
政區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專題研
討會」，讓我首先代表中央人民政府駐
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向林鄭月
娥行政長官和主題主講嘉賓蔡昉副院
長、馮國經博士及其他對談嘉賓表示由
衷的敬意！
今年11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
京親切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
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並發表熱情洋溢
的重要講話。近一個月來，香港社會
各界一直熱議交流、學習解讀，反響
強烈。今天的專題研討會以「改革開
放輝煌四十載．香港與國家同發展共
繁榮」為主題，時機十分契合，意義
重要和特殊。借此機會，我想和大家
分享三點體會。
第一，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偉大歷程

中地位獨特、貢獻重大，與祖國內地合

力鑄就了同發展共繁榮的歷史豐碑。習
近平總書記指出，「在國家改革開放進
程中，港澳所處的地位是獨特的，港澳
同胞所作出的貢獻是重大的，所發揮的
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並以「投資興業
的龍頭作用、市場經濟的示範作用、體
制改革的助推作用、雙向開放的橋樑作
用、先行先試的試點作用和城市管理的
借鑒作用」對香港在改革開放中所發揮
的重大作用作了精闢概括。我們熟悉的
很多香港同胞、敬重的很多前輩，包括
在座很多朋友，都是國家改革開放偉大
歷程的見證者、親歷者和參與者，都對
這「六大作用」有着許許多多的生動記
憶和真切體會。無論是改革開放初期很
多香港商界前輩懷着赤子之心和敢為人
先的勇氣率先赴內地投資興業，創下多
個「全國第一」，還是一大批香港專業
人士「手把手、傳幫帶」，幫助內地增
進對市場經濟和國際規則的了解；特別
是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同志率
先向中央建議發揮廣東毗鄰港澳的優
勢，使廣東特別是毗鄰香港的深圳經濟
特區成為國家改革開放對世界打開的第
一扇窗等等，這些都深刻印證了習近平
總書記所指出的，「40年來，港澳同
胞在改革開放中發揮的作用是開創性
的、持續性的，也是深層次的、多領域
的。」我們可以充滿自豪地說，是包括
廣大港澳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同心
同行，共同創造和鑄就了國家改革開放
40年的偉大奇跡。
第二，改革開放與「一國兩制」兩大

國策在時代大潮中交融激盪，迸發出香

港與國家同發展共繁榮的澎湃動力。習
近平總書記指出，「對香港、澳門來
說，『一國兩制』是最大的優勢，國家
改革開放是最大的舞台。」我們回望歷
史可以深刻知道，「一國兩制」偉大構
想是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條件和時代背景
下提出的，「一國兩制」這個「最大優
勢」也是在國家改革開放這個「最大舞
台」上充分展現和發揚光大。我三度來
港，前後20年從事港澳工作，與很多
很多的港澳朋友一樣，對改革開放與
「一國兩制」兩大國策交相輝映的偉大
歷程有着深刻體會和感悟。正是改革開
放成就了國家持續發展的蓬勃大勢，成
就了香港在「一國兩制」下順利回歸祖
國，更成就了香港在國家強有力支持下
戰勝兩次金融危機和「非典」疫情等一
系列風險挑戰，進而譜寫出繁榮發展更
勝往昔的精彩華章。正是「一國兩制」
不僅保持了香港同胞習慣的資本主義制
度、生活方式、法治環境不變，更激發
了香港與內地同發展共繁榮的新活力，
使國家得以在改革開放中進一步發揮香
港所長、匯聚香港力量。實踐昭示我
們，改革開放與「一國兩制」的思想邏
輯、歷史邏輯、發展邏輯是一致的，
「優勢」和「舞台」的諸多交匯點最終
歸於一條主線，那就是香港與國家同發
展共繁榮。
第三，新時代召喚香港同胞更加積極

主動地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闊征
程，與內地人民在新一輪改革開放中攜
手書寫同發展共繁榮的嶄新篇章。習近
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

入了新時代，意味着國家改革開放和
『一國兩制』事業也進入了新時代」，
並殷切希望香港各界「更加積極主動助
力國家全面開放，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國家治
理實踐，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人文交
流」。新時代新征程，有着比以往任何
時候都更為宏大的戰略佈局和頂層設
計，特別是作為中央從戰略全局高度推
動改革開放和「一國兩制」的大手筆，
「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不僅
為香港探索發展新路向、開拓發展新空
間、增添發展新動力提供了戰略支撐，
更為廣大香港同胞特別是青年群體在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實現個人夢想提供了
現實路徑。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不
斷推進，特別是廣深港高鐵和港珠澳大
橋兩大世紀工程相繼建成通車，香港發
展的戰略縱深、市場人口、產業空間、
創新能力得到極大拓展，大灣區完整的
現代產業鏈有力地推動着香港經濟第三
次轉型邁出實質性步伐，香港也正因此
加快形成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
國際創科中心並駕齊驅的嶄新發展格
局。可以預見，隨着改革開放這一「最
大舞台」的不斷延伸，香港獨特作用和
優勢的「用武之地」將更為開闊，「一
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將愈發彰顯，香港
必然能夠在新一輪改革開放中培育新優
勢，發揮新作用，實現新發展，作出新
貢獻。
女士們，先生們！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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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對一段時間來經濟全球化遭遇波折、多
邊主義和自由貿易受到衝擊的風險挑
戰，從去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到今
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再到首屆中國國
際進口博覽會，習近平總書記一次次擲
地有聲地向世界發出中國改革不停歇、
開放不止步的強烈信號，充分彰顯了以
改革開放引領開放型世界經濟前進方
向、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胸懷
大氣魄大格局。我們堅信，有以習近平
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有前
所未有的強大「核心、黨心、民心」，
我們一定能堅守亂雲飛渡仍從容的戰略
定力和戰略自信，新時代的中國改革開
放必將創造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
奇跡。我們堅信，在林鄭月娥行政長官
和特區政府的帶領下，香港社會各界一
定能進一步凝聚起民生優先、經濟優
先、建設優先的社會共識，一定能繼續
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
利，發揮「最大優勢」、用好「最大舞
台」，推動香港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
再創獅子山下的新傳奇。我們堅信並期
待，在改革開放與「一國兩制」事業的
新時代好時代，為實現習近平總書記提
出的「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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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宏偉目標，廣大香
港同胞一定會和內地人民繼續同心同
行，攜手譜寫香港與國家同發展共繁榮
的嶄新篇章！
謝謝大家！

市民廉署舉報《蘋果》
借民調「告急」涉助「人」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國家迎來改革開放40周年的大日
子，香港友好協進會將於本周四
（13日）至周五（14日），由新
任會長唐英年率團訪問北京，拜
會各主要部委並交流。中聯辦主
任王志民及副主任譚鐵牛分別擔
任訪問團榮譽團長及榮譽顧問。

將拜會各主要部委
代表團近70人，成員均為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和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將分別拜
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政協辦
公廳、中共中央統戰部、國務院
港澳辦以及文化和旅遊部等。
是次為唐英年於本年6月擔任

香港友好協進會會長以來首次率
團訪京。他表示：「今年是國家
改革開放40周年，香港友好協進
會拜訪北京更具意義。我非常榮
幸以團長的身份，與香港友好協
進會的成員到訪北京。一如以
往，我們會積極擁護三個堅持：
堅持國家改革開放，堅持國家在
新時代、新形勢下作出新部署和
堅持維護愛國愛港的堅定力
量。」

在京期間，他們將向各部委介紹香港友好
協進會未來的工作，重點包括繼續團結會員
關心國事、參政議政、履職盡責，堅定支持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切
實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香港友好協進會並會繼續推進香港和內地

的經濟交流合作，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中，合力推動「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的發展，及繼續做好會員服務及推進
青少年教育工作。
唐英年說：「在集思廣益下，工作一定會

做到更到位、更接地氣及更貼民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協社
區主任徐溢軒向《蘋果日報》報稱，有
「街坊」向民建聯社區主任張德偉領取月
曆時登記了個人資料，其後被選舉事務處
通知其已更改地址，並附有她簽名登記為
選民的表格，懷疑被人「非法盜用選民個
人資料」及「冒簽」。張德偉澄清，自己
當時建議該街坊登記成為選民，而對方亦
表示同意並簽名作實，並無所謂「冒
簽」。他並呼籲當事人報警，交由警方查
證。

徐溢軒昨日向《蘋果》聲稱，家住幸福
邨的鄧太向他投訴稱，她上月初到長沙灣
邨探望家翁時，途經張德偉的街站並索取
月曆，被對方要求登記姓名、身份證號碼
及地址等個人資料。她登記時使用了家翁
位於長沙灣邨的地址。
徐溢軒續稱，上月底，鄧太突然收到選

舉事務處信件，詢問她是否將選民登記地
址改為長沙灣邨，信中並附上要求登記成
為選民的表格，但她「未有填寫過相關表
格」，並即時回覆選舉事務處，稱沒有填
寫過該份表格，又稱表格上亦非其字跡。
徐溢軒聲言，雖然未有證據指明民建聯

與事件有關，但「事件值得懷疑」，並計

劃就事件向選舉事務處投訴，要求有關部
門加緊檢查可疑個案，並建議該處透過傳
真號碼，找出「冒充者」的來源。
張德偉昨日發表聲明，指自己已即時了

解事件，證實是次事件發生於上月 20
日。他當時正在民建聯設於長沙灣邨的恒
常街站向幸福邨居民服務促進會會員及街
坊派發月曆，途經的鄧太上前查詢，並要
求做會員及向職員提供個人資料，由職員
代為填寫。

職員代填表 當事人自簽
此時，他建議對方登記成為選民以盡公

民的責任。在鄧太表示同意後，他的職員

協助鄧太在選民登記表上填寫個人資料，
然後由鄧太親自簽名作實。
張德偉強調，是次事件並無涉及冒

簽，有關簽名由鄧太自行簽上。由於
「非法盜用個人資料」的指控嚴重，他
呼籲當事人報警，交由警方查證，釋除
各方疑慮。
他補充，虛假或錯誤的選民登記表格，

在現時嚴謹的審查制度下，不可能出現種
票情況，只會加重選舉事務處的工作量，
而登記做選民是應有公民責任，但在做個
有責任的選民同時，勿向選舉事務處提交
虛假或錯誤資料，免加重政府部門壓力，
亦會產生誤會。

街坊疑「被登記」張德偉澄清無「冒簽」

■張德偉稱自己當時正在街站派發月曆。

「保衛香港運動」昨日舉行「抗議操
控選舉」遊行集會，約30名成員

遊行至北角廉署總部。部分遊行市民手持
國旗及區旗，並高叫「抗議操控選舉，維
護公平公正」及「假民調真攻擊，混淆選
民視聽」等口號。

回帶曾收「黎水」有嫌疑
「保港運動」主席傅振中表示，《蘋
果》試圖假借新聞自由為李卓人助選。他
批評有關新聞報道已經違反傳媒應有公平
公正的採訪原則。同時，根據傳媒報道，
李卓人曾涉嫌收受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的
秘密捐款，質疑《蘋果》的報道是黎智英

在背後為李卓人做的選舉廣告。
他續指，《蘋果》在補選前3日報道有
關5名候選人支持度的港大民調，更以頭
版刊登報道指控馮檢基「鎅」李卓人票，
又聲稱他參選是「害死」反對派的「罪魁
禍首」。
傅振中質疑在未有選舉結果之前，該報

就抹黑馮檢基，會導致他難有勝算。

「保港」質疑圖左右選情
傅振中認為，這些「鎅票」論不但嚴重

損害民主選舉中人人有權參選的自由，更
是踐踏法治底線的違法行為。
他批評任何人士或機構試圖操控選舉，

影響選民的投票意向，都會受到全港市民
的強烈譴責和追究其違法行為。
「保港運動」強烈抗議《蘋果》假借港

大民調攻擊九龍西補選候選人，從而誤導
選民，操控選舉結果。他們促請廉署根據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盡快
調查黎智英是否涉嫌迫令馮檢基棄選，從
而影響選舉結果。
傅振中最後將請願信交予廉署代表，再進

入總部報案，其他遊行人士則和平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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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衛香港運動」昨到廉署總部外示威，抗議《蘋果日報》攻擊候選人。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