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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洋

會見友協訪京團 強調改革開放新進程港地位更重要

關愛青年助成長
培養建港接班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 北京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
主席汪洋昨日在全國政協禮堂會見了由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率領的香港友好
協進會訪京團近 70 名成員。據引述，汪洋指出，在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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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的地位和作用會越來越重要。他勉勵大家要積極參與國家新時代改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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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事業，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團結香港各界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同時要持之以恒關心、關愛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長，為「一國兩

汪洋提 4 點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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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愛國愛港
優良傳統，全力
支持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團結香
港各界人士，集
中精力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

■積極參與新時
代改革開放偉大
事業，努力把香
港打造成國家雙
向開放的橋頭
堡，為香港繁榮
發展增添力量

■要關心關愛香
港青年一代健康
成長，為「一國
兩制」事業培養
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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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發揮好平台
作用，以廣泛凝
聚共識增進認同
的實際行動，匯
聚起愛國愛港的
強大合力

資料來源：訪京團團員引述汪洋講話
■汪洋（右）與香港友協訪京團團長唐英年親切交談。 香港文匯報記者沈清麗 攝

■ 汪洋昨日會見香港友好協進會訪京團一行。

據新華社報道，汪洋在會見中說，
香港友好協進會作為愛國愛港的
重要力量，成立 29 年來始終全面準確
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為維護香港繁
榮穩定作出積極貢獻。

力促港成為雙向開放橋頭堡
他勉勵香港友好協進會認真學習領
會習近平主席在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
國家改革開放 40 周年訪問團時的重要
講話精神，堅持愛國愛港優良傳統，積
極參與新時代改革開放偉大事業，團結
香港各界人士，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努力把香港打造成國家雙向開
放的橋頭堡。要關心關愛香港青年一代
健康成長，為「一國兩制」事業培養接
班人。要發揮好平台作用，以廣泛凝聚
共識增進認同的實際行動，匯聚起愛國
愛港的強大合力，為香港繁榮穩定、為
共擔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作出
更大貢獻。
據訪京團團員引述，汪洋會上指
出，今年是國家改革開放 40 周年，而
改革開放的歷程也是香港與內地優勢互
補的歷程，是香港同胞與祖國人民攜手
同心共同打拚的歷程，同時也是香港日
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共享祖國偉大榮
光的歷程。當前，中國特色主義社會進
入新時代，「一國兩制」事業也進入新
時代，新時代賦予共同使命。
他並對香港友好協進會提出 4 點希
望：
一是認真學習領會習近平主席在會
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 40
周年訪問團時的重要講話精神，堅持愛
國愛港優良傳統，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團結香港各界人士，集中精力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二是積極參與新時代改革開放偉大
事業，為香港繁榮發展增添力量。汪洋

新華社

指出，在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香港的
地位和作用會越來越重要。當前，粵港
澳大灣區作為國家重點戰略在推進，友
協在聯繫國際、推進港澳台和內地交流
具有獨特優勢，要繼續努力結合兩地優
勢，把香港打造成為國家雙向開放的重
要橋頭堡。
三是關心關愛香港青年一代健康成
長，為「一國兩制」事業培養接班人，
為香港繁榮穩定、共擔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歷史使命作出更大貢獻。
四是要發揮好平台作用，為保持香
港繁榮穩定廣泛凝聚共識，匯聚力量。
以自身堅定的愛國愛港立場，以廣泛凝
聚共識、增進認同的實際行動，釋放、
傳播、凝聚正能量，匯聚起愛國愛港的
強大合力，為香港繁榮穩定作出更大貢
獻。

堅決反對港非法組織和個人
訪問團團長唐英年在會見後還向傳
媒透露，汪洋主動提及要堅決反對香港
的非法組織，及違反「一國兩制」、違
反國家憲法的組織和個人。他則代表友
協向對方保證，友協定會堅決反對所有
侵犯中央紅線的組織。
訪問團團員、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
則透露，汪洋在會面中指出，「一國兩
制」是對香港最好及獨特的安排，需要
進一步落實，又希望香港積極參與到國
家發展的偉大事業，包括進一步發揮自
己的獨特優勢，加強與內地的經濟合
作，同時要關心關愛香港青年，讓他們
更了解及認識國情，而有關工作需要持
之以恒。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
部長尤權，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夏
寶龍，全國政協常務副秘書長潘立剛，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香港中聯辦
主任王志民等參加會見。

■ 汪洋與香港友好協進會訪京團一行合影留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沈清麗 攝

唐英年：青年工作永遠不足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 北京報道）
訪京團團長唐英年在會見後表示，友協過去
29 年來在社會上做了大量工作，包括積極開
展青年工作等，但「青年工作永遠不會足
夠」。未來，友協會繼續進一步推動進校園
計劃，及推動香港學生赴內地考察。
「青年是香港的未來，過去8年，友協開展
進校園計劃，積極幫助香港青年加深對國家的
認識和了解。我們至今已在學校舉辦了700場
講座，參加的師生超過24萬人，36名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和70多名全國政協委員都參加了這項
計劃，這項計劃非常成功。」唐英年說。
同時，友協也會按照中央領導的期望，繼續
堅定愛國愛港的立場，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積極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作為
愛國愛港重要團體，他們會堅決反對一切破壞
「一國兩制」的團體和個人，以維護國家安全。

配合國家開放新局
全國政協常委吳良好表示，香港需要因應
國家加大對外開放的新格局，發揮「一國兩
制」優勢，為新時代改革開放出力，不辜負

中央的殷切期望。

傳播傳統文化內涵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霍震寰表示，改革開放
40 年取得的偉大成就，讓全世界對中國刮目
相看，未來我們更需要樹立文化自信，向世
界傳播中國的文化內涵和軟實力。他將通過
自己身為亞洲武術聯合會主席的便利，把武
術更廣闊傳揚至五湖四海，讓世界各地人民
增加對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的了解和認同。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林龍安指，國家將加大
對外開放的力度，香港應發揮所長，配合國
家向世界開放進口市場的政策，既貢獻國
家，又發展香港。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李君豪表示，汪洋指出
了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的重要性和未來任
務，站在金融方面，他認為應該發展好香港
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地位。

團結更多專業人士
全國政協委員陳清霞指，聆聽了汪洋的講
話深受鼓舞和鞭策，更加堅定對新時代國家

發揮更大力量 貢獻改革開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 北京報道）
汪洋在會見香港友好協進會訪京團時，多名
訪京團團員表示，他們都希望在助力國家深
入改革開放、實現百年奮鬥目標，以及推動
香港地區和青年工作，更好落實中央和市民
的期望，繼續作出更大的努力。
全國政協常委譚錦球在座談會上介紹了香港
在內地所開展的一系列扶貧工作。他指出，大
家未來將積極探索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扶貧
新模式，為國家早日打贏脫貧攻堅戰、實現第

一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貢獻香港人的力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談到香港金融業
可為國家持續改革開放作出進一步貢獻時表
示，國家下階段的改革開放重點之一是金融
體制改革，特別是完善資本市場，引領國家
經濟轉型升級，因此未來香港金融業還可以
為改革開放發揮更大的作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陳勇說，
地區和社區是區議會、立法會，更是特區政府
有效施政的最基礎保障。趁香港持續向好之

發展前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和維護香
港長期繁榮穩定的信心，更加激勵自己奮發
進取，充分發揮「兩個積極作用」，努力做
好專業界工作，凝聚、團結更多愛國愛港專
業人士。

加強國家安全意識
全國政協委員馬浩文指，無論是港區代表
和政協委員都需要幫助香港社會凝聚共識，
雖然社會很多問題大家會有不同聲音，但是
也要找出最好的解決方法，以減少紛爭。他
也指，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身為香港人都
應該要有意識維護國家安全。
全國政協委員劉炳章指，香港的發展離不
開國家，隨着國家陸續出台關於粵港澳大灣
區的利好政策如「港企港稅」等，相信對進
一步促進兩地融合將發揮積極的作用。

做好「超級聯繫人」
全國政協委員鄧清河表示，港人絕不要浪
費大好機遇，特別要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
發揮好香港「超級聯繫人」的角色。
勢，應持續加強建制隊伍建設，開創地區工作
新局面，包括格局升級、力量升級、方式方法
升級，提升愛國愛港力量的綜合實力，這樣才
能更好參政議政、更有力支持特首和特區政
府、更好落實中央和市民的期望。
全國政協委員、港專學院院長陳卓禧表示，
要在香港開展青年工作，既要理解時下青年的喜
好，同時要用他們能夠理解的語言和經驗，使
他們知法懂法，並着重在通過日常交流實習
中，讓他們收穫友情和關係，同時要延續和深
化這種友情和關係，形成朋輩影響，及在一般
弱勢社群青年中培養融合成功的例子，令他們感
覺到國家的支持和關心，和夢想是可以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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