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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正講話重點
對香港去年發展的四個印象*
經濟總體向好，連續 24 年被評為
國際上最自由經濟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 韓正昨日參加
了香港代表團、
了香港代表團
、
澳門代表團的會
議 ， 並發表重要
講話。
講話
。 中通社

歐陽文倩

兩會報道）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昨晨到人民大會堂香港廳，參
加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審議政府工作報告的會議，並發表重
要講話。據引述，韓正期望港區代表做到四個帶頭︰支持
「一國兩制」，樹立憲法及基本法的權威；積極、全力支持
特區政府和特區行政長官依法施政；促進愛國愛港的大團
結，尤其是帶頭團結青年人；參加和支持與內地各種各類的
交流和合作活動，又透露將來會在大灣區向港澳青年提供多
項特別補貼，扶持青年的創科事業，讓青年感到有奔頭的地
方，就是有希望的地方。

韓正昨晨9時在香港代表團團長馬逢國和
副團長盧瑞安、黃玉山陪同下進入會

場，逐一與港區代表握手問好，並步向主席
台就坐。
馬逢國首先簡介了香港代表團過去一年的
工作。其後，坐在主席台的全國人大常委譚
耀宗及另外 5 名代表廖長江、陳亨利、黃友
嘉、吳秋北、顏寶鈴各自作了約 6 分鐘的發
言。多名代表形容，韓正在聆聽期間頻頻點
頭，並在聽完 6 個代表發言後，作了約 35 分
鐘的重要講話。

發揮好港澳雙重優勢
據新華社報道，韓正昨日上午參加了香港代
表團、澳門代表團審議。韓正與香港、澳門地區
全國人大代表進行了親切交流。在充分肯定港澳
發展取得的成績後，韓正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的一個重要戰略考量，是推進「一國兩制」事
業發展，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韓正表示，香港、澳門要發揮獨特優勢，
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在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中實現自身更好發展。港澳地區全國
人大代表是愛國愛港、愛國愛澳的中堅力
量，要進一步發揮好雙重積極作用，為「一
國兩制」事業作出新的貢獻。
在香港代表團，韓正表示，香港在大灣區
建設中作用特殊，將支持香港打造國際創新
科技中心，鼓勵香港同胞特別是青年在大灣
區創業就業，更好發揮香港專業服務在大灣
區建設中的作用。希望香港地區全國人大代
表帶頭維護「一國兩制」和憲法基本法權
威，帶頭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帶頭促進香港社會在愛國愛港旗幟下的
大團結，帶頭參與香港與內地的交流合作。

（相關新聞刊 A2 版）

在澳門代表團，韓正表示，大灣區建設給
澳門帶來了新機遇，將支持澳門拓展發展新
空間，建設「一個中心」「一個平台」，加
快發展旅遊、會展等產業，做好保障和改善
民生工作，讓澳門居民在大灣區建設中得到
更多實惠。希望澳門地區全國人大代表積極
參與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0周年有關活動，積
極支持特區政府換屆交接，積極推動經濟適
度多元發展，積極關心幫助青年成長發展。

強調對
「港獨」
零容忍
黃玉山等多名代表會後引述韓正在講話中
提出四點期望，希望代表做到四個帶頭︰
一是帶頭支持「一國兩制」，樹立憲法及
基本法的權威，及習主席所講的「三條底
線」。他說，「港獨」的出現就是要把「一
國兩制」毀掉，強調要對「港獨」零容忍；

事倍功半。
韓正說，和青年相處，可以多問問
子女、多溝通。他又以自己和女兒溝
通為例，需要的是「大家互相融
合」：女兒喜歡聽的音樂、喜歡看的
書和電影，他會嘗試聽一聽、看一
看，有時則會叫女兒聽聽自己喜歡的
音樂，互相交流、互相分享。

讓年輕人感到平等交流
身為註冊社工的港區代表陳勇表

示，韓正副總理和大家分享如何和
子女溝通，十分專業，令人感覺是
他在為大家「做輔導」，令他們感
到對方重視與年輕人的平等交流。
另據引述，韓正在會上表示，自
己過往與香港接觸很多，但最近幾
年少了，上一次來港已是 6 年半
前，期望有機會再來香港。不少代
表都表示歡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兩會報道

香港整體民生向好發展，失業率
20年來最低

香港在大灣區建設中作用特殊
將支持香港打造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鼓勵香港同胞特別是青年在大灣
區創業就業
更好發揮香港專業服務在大灣區
建設中的作用

期望代表做到四個帶頭*
帶頭支持
「一國兩制」，樹立憲法
及基本法的權威，及習主席所講
的
「三條底線」

多項補貼助青年創業

帶頭積極、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和
特區行政長官依法施政

據引述，韓正強調要扶持青年人參與創科
發展，並表示除了孵化器外，將來會有在大
灣區才有的特別補貼，如創業補貼、租金補
貼和優秀項目的補貼。這些補貼以往不對境
外開放，但現在會開放予香港、澳門，以扶
持青年的創科事業，讓青年感到有奔頭的地
方，就是有希望的地方，為其提供條件。
國務院常務副秘書長丁學東、國務院港澳辦
主任張曉明、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國家發
改委副主任羅文，列席今年全國人大會議的香
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也參加了審議。

帶頭促進愛國愛港的大團結，尤其
是帶頭團結青年人，幫助他們增
強國家民族認同感和愛國心，培
養他們成為愛國愛港的年輕後輩
帶頭參加和支持與內地各種各類
的交流和合作活動
*根據港區代表引述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整理

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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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9 時 代表團
全體會議審查計劃
報告和預算報告

上午 9 時 小組
會議討論計劃報
告和預算報告

上午 9 時 財政部部長劉昆，副部長程麗華、劉偉，
就
「財稅改革和財政工作」
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下午 3 時 代表小
組會議審查計劃
報告

下午 3 時 界 別
聯組會議討論
政府工作報告

上午 10 時 50 分 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
任劉永富就
「攻堅克難——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
相
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日兩會看點

國務院副總理韓
正在講話中談到要

把年輕人當成朋友
時，即場分享了自
己和女兒相處的心得，「教路」一
眾代表如何和年輕人交朋友。
多名港區代表在會後均表示，韓
正副總理非常親切，且交流坦誠。
據引述，韓正在談到與年輕人溝通
時表示，即使是正確的道路，如果
以年輕人不喜歡的方法表達，就會

香港過去一年政治生態向好，立
法會運作更暢順，
「港獨」得到有
效遏止

3

月

分享與愛女相處心得 教路與青年融合溝通

二是帶頭積極、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和特區
行政長官依法施政，毫不含糊。韓正特別提
到，中央上月以發佈公函的形式，支持特區
政府依法禁止「民族黨」運作，勉勵港區代
表亦要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反「港獨」；
三是帶頭促進愛國愛港的大團結，希望代表
廣泛團結香港市民和愛國愛港的社團；並帶頭
團結青年人，幫助他們增強國家民族認同感和
愛國心，培養他們成為香港社會發展的愛國愛
港力量，着力培養愛國愛港的年輕後輩；
四是帶頭參加和支持與內地各種各類的交
流和合作活動。
韓正特別談到年輕人的部分。據引述，韓
正在講話中表示，大灣區發展的重點之一，
是要讓年輕人體會大灣區是他們發展的平台
和舞台。要帶領香港各界的年輕人融入大灣
區，他強調要愛護年輕人，要和年輕人打交
道，對話時的態度要謙虛，要把他們當成朋
友，既要培養，也要聆聽，「聽青年講，及
讓他們做想做的事。」

香港同胞及各界人士積極參與粵
港澳大灣區、
「一帶一路」，以至
發展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政協
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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