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克強講話重點
以「香港所長」對接「國家所需」

保持經濟平穩增長

持續改善民生，努力將各項惠民政策措施落到實處

加快打造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培育新經濟增長點

不斷提升香港綜合競爭力，在新一輪改革開放進程中作
出新貢獻、實現新發展

國際形勢錯綜複雜變化，香港作為自由港和單
獨關稅區，經濟保持平穩增長，來之不易

引領社會各界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
「一帶一路」建設

大力發展創新科技

想方設法解決社會和市民關注的民生問題

抓改革開放新機遇作新貢獻
讚港作為單獨關稅區保增長不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昨日會見到北京述職的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他充分肯定特區政府過去一年

工作，包括大力推進創科發展、想方設法解決民

生問題、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並特別提

到香港作為自由港及單獨關稅區，在複雜國際形

勢下保持了平穩經濟增長，來之不易。他希望特

區政府抓住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機遇，認為這有

利於香港自身發展和需要，又能為國家繼續發揮

獨特作用，作出新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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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歷來深
具憂患意識和危機
感，格外關心香港

未來發展。昨日，特首進京述職。國家
領導人在肯定香港的良好成績同時，亦
對香港未來發展提出期許和指引。國家
主席習近平表示，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培育新優勢，發揮新作
用，實現新發展，作出新貢獻。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指出，希望特區政府能夠抓
住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機遇，對接國
家需要。
翻看歷史，可以發現，自1841年開埠

至今，香港共經歷了從漁農經濟到轉口貿

易，從出口製造業為主到服務業主導型經
濟的一次次轉型升級，從昔日的小漁村逐
漸發展成為重要的國際大都市。可以說，
香港每一個經濟發展新階段都與內地的發
展息息相關，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香港
的經濟角色總是與內地的發展進程共振，
香港的穩定與繁榮更是離不開內地和平發
展這座大山。
近年來，國際上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不

斷抬頭，作為國際貿易中心、金融中心、
服務中心的香港，未來發展可能也將受到
不同程度衝擊。但是，機遇與挑戰並存，
香港內地攜手可化危為機。
一方面，全球化和自由貿易仍是大勢所

趨，中國仍將高舉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旗
幟。未來5年，中國將進口超過8萬億美
元商品，對外投資總額將超過7,500億美
元。在國際上，隨着「一帶一路」倡議這
一全球最大公共產品的推進，香港未來將
可在其中發揮金融、貿易、服務等特長，
擔當重要角色。

另一方面，隨着國際格局的變化，中
國未來將更加轉向增強自身內生動力與活
力。今年以來，內地已先後出台了大幅度
放寬市場准入、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
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主動擴大進口等
擴大開放的一系列新的重大舉措，未來香
港將可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議，乃至京津

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建設以及海南
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建設中大
顯身手。
從長遠看，中共十九大已提出，從

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
現代化；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把
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
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就意味着未來內地
將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特別是在結構
和質量上做文章，而在先進金融、貿
易、服務、管理、創新等領域擁有豐
富經驗和實力的香港，未來只要把握
好自身優勢，必將在內地擁有更加廣
闊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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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攜手化危為機 未來合作機遇無限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各界：港應緊守優勢 緊跟國家步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昨日指出，在錯綜複雜的國際
形勢下，香港作為自由港及獨立關稅區，
經濟保持平穩增長，來之不易，並希望特
區政府抓住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機遇。多
名政商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香港過去一年面對不少內外挑戰，
特區政府迎難而上，成功值得肯定，而為
面對未來的挑戰，香港除緊守優勢外，也
應緊跟國家發展步伐。

顏寶鈴：把握機遇全面配合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表示，李克強
總理正好點出過去一年香港所面對的問
題，以及特區政府作出的各種努力。
她認為，也是希望特區政府能夠落實處
理各項民生問題，其中「重中之重」是增
加房屋供應量。

她強調，中央政府一直都堅守「一國兩
制」的原則，「中央一直都為香港好，只
是有某些人不領情。」又指隨着高鐵香港
段、港珠澳大橋開通，加上中央致力推動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香港應該把握這個機
遇，作出各方面的配合。

林健鋒：應新時代發揮優勢
全國政協委員、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認
為，過去一年香港面對不少內外挑戰，特
首林鄭月娥以積極有為的作風帶領特區政
府，在推動經濟及改善民生方面亦交出成
績，並致力加強香港競爭力及穩定營商環
境，值得認同和肯定。
他又指，在改革開放40年來，國家取

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現時改革開放進入
新階段，香港必須因應新時代的發展，發
揮獨特的優勢和作用。中央近年提出「一

帶一路」、大灣區、推動香港發展成國際
創科中心等，香港應積極把握這些重大機
遇，搭上國家發展的快車，發揮香港所
長，滿足國家所需，為改革開放再出發繼
續貢獻香港力量，推動「一國兩制」事業
再上新台階。

葛珮帆：不負希望續推創科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中央早

前開通了本地科研機構向中央申請研究資
金的先河，又確立了香港16個「國家重
點實驗室」的地位，為本地科研注入強心
針，而適逢改革開放40周年，國家推出
大灣區規劃，為香港帶來無限機遇，加強
了兩地人才的交流，可見中央對香港發展
的支持。
她期望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不要辜負中

央的期望，繼續推動本地創科發展，積極

參與大灣區建設，建設一個和內地互聯互
通的智慧城市。

許華傑：藉「帶路」鞏固夥伴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副會長許華傑指

出，香港擁有獨立關稅區的地位相當重
要，除突顯「一國兩制」有效落實外，從
實際層面來看，香港司法獨立，也是國際
金融中心，對海外投資者進入內地市場，
又或對內地企業開拓海外生意等，也可以
發揮很大的作用。
他更指出，香港未來可以做好的地
方，除了是繼續保持良好的投資環境和
對外開放市場外，也應鞏固現有貿易夥
伴，利用好「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市
場，其中東南亞是一個好選擇，因為地
域接近，港人對當地文化、生活習慣也
較熟悉。

會見在中南海紫光閣進行，首數分鐘
安排部分傳媒拍攝。

對特區政府工作充分肯定
李克強表示，過去一年，在林鄭月娥領
導下，香港特區政府各方面工作取得許多
新進展、新成績，在國際形勢錯綜複雜變
化背景下，香港作為自由港和單獨關稅
區，經濟保持平穩增長，是來之不易的。
他又指，特區政府引領社會各界積極參
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建
設，大力發展創新科技，想方設法解決社

會和市民關注的民生問題，中央政府對林
鄭月娥和特區政府的工作給予充分肯定。
李克強指出，中央堅定不移貫徹「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
針，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全力支
持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支持香
港長期繁榮、穩定和發展。
他提到，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在會見港
澳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
時，對港澳各界人士提出了殷切希望，今
年適逢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希望特區
政府繼續團結帶領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抓

住新一輪改革開放機遇，以「香港所長」
對接「國家所需」，保持經濟平穩增長，
持續改善民生，努力將各項惠民政策措施
落到實處，並加快打造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不斷提升香港
綜合競爭力，在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進程
中作出新貢獻、實現新發展。

林鄭：港經濟取得不錯成績
林鄭月娥回應指，正如李克強總理所

言，2018年對香港而言是很不平凡的一
年，在中央政府一如既往的支持下，香

港在經濟方面取得很不錯的成就，首三
季本地生產總值（GDP）實際增長為
3.7%，「這對香港來說也是很好的成
績，我們過去10年平均是2.7%。」
她更提到，香港的金融業也取得長足

的發展，在首次公開招股（IPO）集資金
額方面已位列全球第一，首11個月已經
集資了2,600億港元。
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國
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肖捷，國務院港澳
辦主任張曉明，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等
一同參加會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下午在
中南海瀛台會見到北京述職的澳
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聽取了
他對澳門當前形勢和特別行政區
政府工作情況的匯報。

習近平：融大局育新動能
習近平表示，一年來，崔世安

帶領澳門特區政府認真履職、穩
健施政，貫徹執行「一國兩制」
方針和基本法，完善維護國家安
全的體制機制，積極參與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和共建「一帶一
路」，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增進民生福祉，加強防災減災體
系建設，贏得了澳門社會各界廣
泛好評，中央對崔世安和特區政
府的工作充分肯定。
他指出，一個多月前，他在會

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
放40周年訪問團時，高度肯定了
港澳對國家改革開放的特殊作用
和重大貢獻，並強調在新時代國
家改革開放進程中，港澳仍然具
有特殊地位和獨特優勢，仍然可
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習近平相信，澳門同胞一定會

抓住機遇、乘勢而為，在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中拓展發展空間、培
育發展新動能，以新的發展成果
迎接明年澳門回歸祖國 20 周
年。

李克強：促適度多元發展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就於昨日上午在中南海紫

光閣會見崔世安。李克強表示，一年來，崔世
安帶領特區政府穩健施政，務實有為，各項事
業取得新進展。當前，澳門經濟保持較快增
長，民生得到持續改善，失業率繼續處於較低
水平，財政穩健，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名列全球
經濟體前茅，中央對崔世安和特區政府的工作
給予充分肯定。
他指出，中央政府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

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
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全力支持澳門特區政
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
李克強表示，發展經濟是政府的首要任

務，目的是為了改善民生，希望澳門特區政
府和社會各界人士齊心協力，持續推進經濟
結構調整，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優
化營商環境，防範經濟金融風險，厚植澳門
經濟持續發展的基礎；充分發揮與葡語國家
聯繫廣泛等優勢，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和「一帶一路」建設，在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的過程中更好成就自身；扎實推進民生改
善，切實回應市民關切，讓廣大市民有更多
獲得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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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右）與林鄭月娥握手。李克強表示中央政府對林
鄭月娥和特區政府的工作給予充分肯定。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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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特區政府繼
續團結帶領香港
社會各界，抓住
新一輪改革開放
機遇

特區政府在今年
工作中取得許多
新進展、新成
績，中央對此充
分肯定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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