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貫徹落實「五要」

一 是要繼續堅定支持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鞏固
好發展好香港當前良好的經濟社會發展態勢

二 是要繼續與特區政府密切配合，聚焦香港發展重點難
點，通過深化兩地合作為香港發展注入新動力、提供
新空間

三 是要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重點，支持香港更加積極
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四 是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支持香港參與國家
新時代改革開放

五 是駐港中資企業要強化擔當意識，在香港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深化兩地經濟交流合作中發揮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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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民主持中聯辦領導班子會議 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

挺港融入大局
建設灣區「帶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日

前，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王志民主

持召開領導班子會議，傳達學習中央經

濟工作會議精神，研究部署貫徹落實工

作。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特派員謝鋒

等參加會議。會議強調，要繼續堅定支

持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鞏固好

發展好香港當前良好的經濟社會發展態

勢；要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重點，支

持香港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支

持香港參與國家新時代改革開放；駐港

中資企業要強化擔當意識，在香港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深化兩地經濟交流合作

中發揮更大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此次領導班子會議認為，中央經濟
工作會議作出的各項決策部署，為
香港發展帶來了重要機遇，香港一
定會繼續堅守「一國」之本、善用
「兩制」之利，在為國家構建全面
對外開放新格局、推進高質量發展
作出重要貢獻的同時，努力拓展發
展新空間，增添發展新動力。

重點經濟任務 多港所長
會議認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

經濟社會領域的重大戰略、重點領
域、重要問題作出了明確部署，提
出了明年經濟工作的七項重點任
務：推動製造業高質量發展；促進
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扎實推進鄉村
振興戰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加
快經濟體制改革；推動全方位對外
開放；加強保障和改善民生。這些
任務中有很多是「國家所需、香港
所長」的重要結合點。
比如，推動製造業高質量發展，

需要創科人才、創科成果和高端專
業服務的支撐和保障，香港在基礎
研究、吸引國際科創人才、知識產
權保護和交易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優
勢，可以發揮自身所長，深化與內
地在經濟價值鏈高端的合作，助力

內地製造業高質量發展。
又如，香港業界提出，要利用內

地龐大的消費市場，扮演國際優質
產品和服務進入內地的中轉站角
色，成為面向內地市場的區域分銷
中心。中央在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
場、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等方面作
出具體部署，香港可以借此機會，
主動對接內地市場需求，在內地擴
大進口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打造灣區引領高質量發展
會議強調，習總書記在講話中將

「京津冀、粵港澳大灣區、長三
角」三者並列，把粵港澳大灣區放
到了更高的戰略位置上，充分體現
了總書記對港澳同胞的關愛、對港
澳工作的關心。中央駐港機構要從
全局高度深刻理解領會國家發展戰
略，不斷提高政治站位，拓寬戰略視
野，從推進新時代改革開放和「一國
兩制」兩大基本國策交匯融合、同頻
共振的角度，廣泛聽取和吸納香港社
會各界的意見建議，推動和支持香港
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把粵港澳大灣
區真正建設成為引領我國經濟高質量
發展的重要引擎，成為廣大香港同胞
尤其是青年朋友盡展其才、安居樂
業的共同家園。

中央決策部署
港迎重要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此次領導班子
會議傳達學習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會議指
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洞察國內
國際形勢，牢牢把握駕馭複雜形勢，領導我國經
濟社會發展取得了來之不易的成績。要深入學習
和領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正確認識當前經
濟總體形勢和我國所處的戰略機遇期，進一步增
強幹事創業的信心。

中國是全球經濟「壓艙石」
會議指出，面對錯綜複雜、風雲變幻的國際環

境，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
下，全黨全國落實黨的十九大作出的戰略部署，
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按照高質量發展要
求，有效應對外部環境深刻變化，迎難而上、扎
實工作，宏觀調控目標較好完成，三大攻堅戰開
局良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改革開放
力度加大，穩妥應對中美經貿摩擦，人民生活持
續改善，保持了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大局穩
定，朝着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邁出了新
的步伐。據權威部門預測，今年我國經濟總量有
望達到90萬億元，較好實現6.5%左右的預期增
速，人均GDP也將達到9,900美元左右，外匯儲
備穩定在3萬億美元左右。這些漂亮的經濟「成
績單」，再次證明了中國經濟穩中有進、穩中向
好的基本面，依然是全球經濟的「壓艙石」，也
給全球經濟吃了一顆「定心丸」。

國家發展長居戰略機遇期
會議表示，要深入學習和領會中央經濟工作

會議精神，正確認識當前經濟總體形勢和我國
所處的戰略機遇期，進一步增強幹事創業的信
心。習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上強調，既要
增強憂患意識，看到經濟運行「穩中有變、變
中有憂」，但也要認識到這些都是前進中的問

題，更要認識到「我國發展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重要戰
略機遇期」。這些判斷具有重大的全局戰略意義，不僅
增強了我們對明年及今後一個時期經濟發展的穩定預
期，也極大增強了我們開展經濟工作的信心，更堅定了
我們更好開展其他各項工作的決心。習總書記還強調指
出，要緊扣重要戰略機遇新內涵，加快經濟結構優化升
級，提升科技創新能力，深化改革開放，加快綠色發
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變壓力為加快推動經
濟高質量發展的動力，為我們更好把握和利用戰略機遇
期明確了戰略重點，指明了前進方向。

中央駐港機構要學以致用
會議強調，我們黨和國家有前所未有的強大「核心、黨

心、民心」，一定能在新時代創造更大的發展奇跡。中央
駐港機構要系統深入學習習總書記關於港澳工作的重要論
述，把學習貫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和習總書記會見香
港澳門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的重要講話精
神、以及在林鄭月娥行政長官赴京述職時的重要指示精神
結合起來，做到融會貫通，學以致用，指導和推動工作。
要從「兩個建設好」的戰略高度，充分認識和把握香港在
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中的定位，全力支持特區政府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祖國人民共
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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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召開領導班子會議，傳達學習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圖為12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 資料圖片

會議結合香港工作實際，就貫徹落
實好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進行

了認真討論。

續支持特首鞏固發展
一是要繼續堅定支持林鄭月娥行政

長官和特區政府鞏固好發展好香港當前
良好的經濟社會發展態勢。面對錯綜複
雜的國際形勢，今年香港經濟繼續保持
平穩增長，成績來之不易。前三季度，
香港經濟同比實際增長3.7%，不僅高
於過去10年2.7%的年均增速，也高於
其他同類型經濟體。物價維持相對溫和
水平，基本處於全民就業狀態，政府財
政儲備處於歷史較高水平，具備較強的
抗風險能力。這些成績的取得，得益於
國家作為香港堅強後盾的重要支撐，歸
功於特區政府積極有為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和全體香港市民的不懈努力與頑強拚
搏。前不久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到北京述
職，習近平總書記充分肯定林鄭月娥行
政長官帶領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勇於擔
當、積極作為，體現了「志不求易、事
不避難」的精神。中央駐港機構將一如
既往堅定支持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深
化兩地經濟金融合作，防範化解經濟金
融風險，保持經濟平穩發展。

兩地合作為港添動力
二是要繼續與特區政府密切配合，

聚焦香港發展重點難點，通過深化兩地
合作為香港發展注入新動力、提供新空
間。當前香港發展既面臨新機遇，也存
在一些發展瓶頸和挑戰。在任何時候、
任何挑戰面前，祖國永遠是香港最堅強
的後盾。比如，香港正處於第三次經濟
轉型階段，發展創新科技對轉型成功與
否至關重要。習總書記非常關心香港的
創新科技發展，明確支持香港打造國際
創科中心。中央駐港機構要認真貫徹落
實習總書記指示精神，深入了解香港社
會關注，支持和配合特區政府推進國際
創科中心建設。又如，林鄭月娥行政長
官正在着力解決香港市民關注的住房
難、置業難問題，施政報告從短期和中
長期分別提出了相應對策，也有不少香
港市民萌生了赴大灣區居住的考慮。中
央駐港機構應支持配合特區政府落實施
政報告提出的具體政策和設想，並為香
港市民到大灣區居住創造便利條件。

更積極融入國家發展
三是要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重

點，支持香港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近平總
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

國家重大戰略，習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
作會議上對大灣區建設提出了新要求。
中央駐港機構要按照中央決策部署，持
續扮演好溝通者、協調者和促成者的角
色，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的相關規劃和
落實工作。要按照習總書記關於「建設
好大灣區，關鍵在創新」的要求，在
「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框架下，以
促進政策融通為重點，積極探索要素資
源便捷流動和優化配置的新渠道新機
制，將大灣區建設成為引領高質量發展
的重要動力源。要探索建立推動大灣區
建設的制度和機制新平台，廣泛聽取香
港社會各界特別是中產專業人士、青年
和基層市民的意見建議，及時了解和反
映香港社會關切，集思廣益，適時推動
出台更多「既惠商，更惠民惠青」的政
策措施，增強香港社會對大灣區建設的
參與度和獲得感。

參與新時代改革開放
四是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

點，支持香港參與國家新時代改革開
放。中央駐港機構要把學習貫徹中央經
濟工作會議精神和習總書記會見香港澳
門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
的重要講話精神結合起來，按照習總書
記會見時提出的「四點希望」，進一步
支持香港積極參與國家新時代改革開
放。要以支持香港參與和助力「一帶一
路」建設為重點，協調配合中央有關部
門繼續出台支持政策，支持香港發揮融
資、專業服務、法律仲裁等方面優勢，
與內地企業「併船出海」，共同開拓
「一帶一路」沿線市場。

駐港中企展更大作用
五是駐港中資企業要強化擔當意

識，在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深化兩
地經濟交流合作中發揮更大作用。中資
企業扎根香港、服務香港，是香港經濟
的重要持份者、參與者和貢獻者，在防
範化解經濟金融風險，鞏固提升香港國
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培育香
港新的經濟增長點，建設國際創科中
心，支持特區政府着力解決突出民生問
題等方面，過去作出過重要貢獻，今後
應更加積極有為，發揮更大的作用。中
資企業有熟悉兩種制度、兩個市場的優
勢，在參與國家擴大全方位開放，深化
香港與內地的經濟合作方面，要繼續義
不容辭發揮應有的更大作用。廣大中資
企業要以「兩個建設好」為總目標，堅
決承擔起歷史賦予的責任，積極配合特
區政府施政方向和重點，與香港各界同
胞一起，更加積極參與新時代國家改革
開放，促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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