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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王志民致辭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議員在午宴後離開中聯辦。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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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拜活動分為兩節進行。首節的茶敘
交流環節在三樓會議廳舉行。廳

內，張燈結綵，喜氣洋洋；賓主暢敘，其
樂融融。王志民主任與議員逐一握手寒
暄，致以新春問候，還向近期喜得千金的
容海恩議員送上賀喜利是，並陪同議員一
同參觀中聯辦辦史展。
茶敘期間，王志民主任與議員們就大
家共同關心的問題，特別是圍繞國家剛剛
公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
及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進行了深
入交流，並就議員們分別提出的香港居民
在內地居住滿183天的稅務安排、香港金
融保險等專業服務進入內地市場、香港同
胞在內地銀行開戶及購買住房、促進大灣
區貿易物流發展、建設「國際科創中
心」、青年在內地學業就業創業等問題作
了積極回應。王志民主任和其他辦領導還
與出席午宴的全體議員合影留念。
王志民主任在午宴上發表了題為《同
心同向同行攜手共譜新篇》的致辭。他
首先向立法會議員致以新春的問候和良
好的祝願，對議員們在過去一年的辛勤
付出和取得的成績表示敬意，並請他們
轉達對未能應邀出席宴會的議員的誠摯
問候。王志民主任結合「同心同向同
行」談了三點看法。

指港護國安有責
一是我們應該在維護特區憲制秩序上
繼續同心同向同行，共同鞏固香港法治
基礎，攜手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
利益。在共同維護特區憲制秩序，維護
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上，只有
「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分。香
港作為享譽全球的法治社會，更不應成
為國家安全的「法外之地」、憲制責任
的「真空地帶」。過去一年來，香港社
會各界積極開展憲法、基本法宣傳和國
家安全教育，進一步增強了香港同胞的
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廣大市民真切感
受到了特區政府和立法會維護國家憲
制、捍衛香港法治的應有責任擔當，為
香港「風更清、氣更正」注入了強大正
能量。相信各位議員朋友一定能夠在維
護特區憲制秩序、增進香港同胞國家意
識和愛國精神方面繼續履職盡責、發揮

積極作用，通過包括國歌法本地立法等
一系列重要舉措，進一步增強廣大香港
同胞的國家認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使愛
國愛港光榮傳統在香港社會薪火相傳。

促攜手造福港人
二是我們應該在促進特區良政善治上繼

續同心同向同行，共同支持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積極作為，攜手造福香港市民。過
去一年多來，林鄭月娥行政長官積極踐行
「志不求易、事不避難」的管治風格，帶
領特區政府管治團隊依法施政，積極作
為、勇於擔當，得到了中央高度肯定和市
民普遍讚譽。立法會作為特區政權機構的
重要組成部分，為特區政府依法順利施政
提供了有力支持，為特區實現良好管治作
出了新貢獻。「愛國愛港、民主監督、理
性務實、和衷共濟」正日益成為立法會文
化的核心價值，並充分體現在立法會工
作的新成績新進展中。相信立法會與特
區政府作為同在「中環」的特區政權機
構，一定能夠繼續相互尊重、相互理
解、相互支持，共同擔好維護香港整體
利益的重大責任；「中環」與「西環」
作為香港「一國兩制」事業的共同建設
者，也一定能夠「坐埋一齊、傾埋一
齊、行埋一齊」，共同促進特區良政善
治，造福全港廣大市民。

勉推動融入大局
三是我們應該在促進香港共擔歷史責

任、共享發展榮光上繼續同心同向同
行，共同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攜手推動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今年是新中國
成立70周年。7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
年來，香港與祖國始終同發展、共繁
榮。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香港在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中實現自身更好更快發展的
重大戰略機遇和最直接最現實的重要載
體。如何按照習總書記關於「建設好大
灣區，關鍵在創新」的要求，推動大灣
區建設更好為香港探索發展新路向、開
拓發展新空間、增添發展新動力，非常
需要包括各位立法會議員朋友在內的香
港社會各界人士積極參與、群策群力。
相信各位議員朋友一定能夠繼續發揮自
身優勢，圍繞推動香港更加積極主動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聚焦熱點難點，提出良
言善策，着力推動解決與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發展不相適應的體制機制障礙，為發展
《規劃綱要》的對接和落實創造更多有利
條件，讓「一國兩制」這個香港的「最大
優勢」繼續在國家改革開放這個「最大舞
台」上充分彰顯和發揚光大。
王志民主任指出，這三個「同心同向同

行」，從根本上說，「同心」就是共同堅
守「一國兩制」的初心，「同向」就是共
同堅持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的
正確方向，「同行」就是共同在維護香港
和國家整體利益、謀求廣大市民最大福祉
的道路上堅定前行。今天有些議員朋友由
於種種原因錯過「西環之約」，讓廣大香
港市民感到遺憾和可惜。
他重申，無論是過去在跑馬地的新華社

香港分社，還是現在在西環的中央政府駐
港聯絡辦，中聯辦始終「門常開、人常
在、事常辦」，中聯辦人始終是大家信賴
的好市民、好朋友、好夥伴！
王志民主任最後強調，習近平總書記

深刻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
時代，「一國兩制」事業也進入了新時
代。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鞏固發展好習
總書記2017年「七一」視察以來香港持
續穩中向好態勢，讓香港在新時代實現
新發展、展現新氣象，是香港社會各
界，包括特區政府和立法、司法機構以
及我們中聯辦人共同的目標和使命。我
們大家一定能夠共同堅守「一國兩制」
初心，一定能夠同心同向同行，共同書
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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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宏偉篇章！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在謝辭中表示，感

謝王志民主任的邀請，讓立法會議員有
機會到中聯辦大樓出席春茗團拜。立法
會議員與中聯辦官員增進各種形式的溝
通和交流，有助於中央政府更準確掌握
香港的社情民意，也有助於議員更全面
了解與香港有關的國家政策。在《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剛剛公佈的大
背景下，真誠希望更多的議員與中聯辦
官員多多交流，坦誠溝通，深入討論，
良性互動，協助香港把握國家發展機
遇，為香港發展貢獻力量。

中聯辦邀新春團拜 43位立會議員赴會

同心同向同行
護憲制挺施政建灣區

王
志
民

香港文匯報訊 2月19日中午，在中國傳統元宵佳節的喜慶日

子，中聯辦邀請香港立法會議員到中聯辦大樓出席2019年新春

團拜活動。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副主任楊建平、楊健、仇鴻、陳

冬、譚鐵牛、何靖，秘書長文宏武及有關部門負責人出席。43

名立法會議員參加。

中聯辦近年越來越貼近香
港社會和香港市民。中聯辦
主任王志民昨日在致辭時坦
言，自己第三次來港工作，

一直視香港為「第二故鄉」，發自內心深愛
這片土地，對獅子山下的一草一木、維港兩
岸的山山水水都充滿感情，而中聯辦人亦由
始至終「門常開、人常在、事常辦」，是大
家信賴的好市民、好朋友、好夥伴。

在回顧香港社會過去一年變化後，王志
民在致辭最後為中聯辦作了個「剖白」：過
去一年多，中聯辦從落實習總書記關於「為
港澳青年發展多搭台、多搭梯」的要求，協
助內地有關方面為 13 萬香港青少年提供
1,400多個交流學習實習項目，到積極配合
中央有關部門先後出台三批便利港澳同胞在
內地學習、就業、創業、生活的措施，配合
推動中央財政科研經費過境香港使用和中科
院在港設立院屬研究機構，助力打造香港國
際創科中心，再到接收3,000多封來信、接
聽3,000多個來電，為香港同胞提供涉及內
地事務的信訪接待服務等等。

「我們中聯辦人充分展現了植根香港、
融入香港、服務香港，與包括立法會議員朋

友在內的香港社會各界同心同向同行的真情
實意。」王志民說。

有議員錯過「西環之約」
他表示，雖然昨日有些議員由於種種原

因錯過「西環之約」，讓廣大香港市民感到
遺憾和可惜，「但我想特別重申的是，無論
是過去在跑馬地的新華社香港分社，還是現
在在西環的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我們中聯
辦人始終『門常開、人常在、事常辦』，我
們中聯辦人始終是大家信賴的好市民、好朋
友、好夥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中聯辦堅持「三常」服務港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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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志 民 釋解 三 同

同心 就是共同堅守「一國兩制」的初心

同向 就是共同堅持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的正確方向

同行 就是共同在維護香港和國家整體利益、謀求廣大市民最大福祉

的道路上堅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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