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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要聞A1 ■責任編輯：郝原 ■版面設計：美術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多
名昨日出席宣講會的行政會議成員及問
責官員均表示，是次宣講會令他們獲益
良多：更了解國家發展大局，也明白了
「少空談，多做事」的管治要點，又指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以港人容易了解的方
式講解，以至用上地道用語，令與會者
更掌握兩會精神。

講述方式港人易明
本身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行政會議

成員廖長江表示，出席宣講會的主要為
高級公務員，由於他們沒有機會出席兩
會，只靠傳媒報道得知會議情況，就算
看到兩會文件，也因文書形式的不同，
未必完全掌握清楚，所以王主任在會上
以港人易明的方式講述兩會情況。
他續說，即使自己參加了兩會，但在

出席宣講會後，對兩會精神、國家未來
發展策略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

鼓舞人心建好香港
同樣身為港區代表的行會成員葉國謙

指出，王主任提綱挈領地報告了兩會情
況，分享了政府工作報告、《外商投資
法》以及內地發展，表達了中聯辦對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的支持，鼓勵到場的高
級公務員迎難而上，與特首齊心協力，
把香港建設得更好。
他透露，出席者都獲贈一本書，內容

包括政府工作報告、「兩高」報告和國
家主席習近平六到團組的發言等，收穫
頗豐。

即場提問互動溝通
行會成員、工聯會副會長黃國健表
示，王主任用上港人熟悉的地道用語，
令大家能夠更清楚了解及掌握內容，出
席者更可以即場提問、互動溝通，實在
是難得的經驗。他指，許多出席者都是

高級公務員，若他們對國家未來發展有更進一步的認
識，將有助「一國兩制」有效落實，期望有關安排持
續下去。

多做實事摒棄空談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徐英偉指出，宣講會令他感受

到作為服務人民的公職人員，應該多做實事，不能只
流於空談，「今次宣講會讓大家更聚焦地了解世界大
趨勢，以及國家未來發展的優勢和機遇。身為特區政
府的成員，當然支持與中央保持良好的溝通關係。」

一次很好學習經驗
勞工及福利局政治助理馮興禮也說，宣講會令自己

對國家發展更加了解，其中印象最深刻是習主席六到
團組的講話，「從文化到國防，涉及範團相當廣泛及
全面，更感覺到習主席對各範疇相當熟悉，同時有前
瞻性的見解。這次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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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資始終享有「最優級待遇」
王志民全面介紹了今年全國兩會取
得的豐碩成果和重要意義。他指出，
「七個報告、一部法律」和習近平總
書記六到團組的重要講話，是今年兩
會取得的重要成果。政府工作報告集
中展現了過去一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
取得的巨大成就，國家在全面貫徹黨
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各方面工作
取得的這些新進展新成就，深刻彰顯
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向全體
國人和國際社會提供了一份讓人信服
的「中國答卷」。他強調，今年全國
兩會成果很多都與香港密切相關，政
府工作報告中的很多決策部署，包括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綠色金融、減稅
降費等許多內容，都蘊含着許多為香
港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實現自身更
好發展的「改革紅利」和「政策紅
利」。隨着外商投資法的頒佈實施，
不僅外商投資者利益將得到更好保
護，香港同胞在內地的投資和利益也
將得到更加堅實和完善的法治保障，
使港資始終享有內地對外開放的「最
優級待遇」。

為辦好港事提供重要指引
王志民指出，這次兩會期間，習近
平總書記先後參加了六個團組的審議
討論，並圍繞文藝社科、生態文明建
設、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創新創業
創造、兩岸融合發展等重大工作發表
了系列重要講話，不僅對開好全國兩
會、而且對做好今後一個時期的全國
各項工作包括辦好香港的事，都提供
了重要的科學指引。總書記在講話中

反覆強調的要「用心用情用功抒寫人
民、描繪人民、歌唱人民」「黨和政
府帶頭過緊日子，目的是為老百姓過
好日子」，要「圍繞着人民群眾對幸
福美好生活的追求來實踐」，要「像
為大陸百姓服務那樣造福台灣同
胞」，這些都體現了人民領袖無比深
厚的為民情懷，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責任擔當。

要用好新機遇發揮新優勢
王志民指出，深入領會和落實全國兩

會精神，要從國際國內兩個維度清醒認
識當今世界、國家和香港面臨的新形勢
新機遇。從國際形勢看，當今世界處於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經濟重心
從大西洋兩岸向太平洋兩岸轉移；世界
政治格局向更加均衡的多極格局轉變；
全球化進程遇到逆流，新興經濟體成為
主要推動力量；新興國家在新一輪科技
革命和產業變革中表現搶眼；一些發達
國家治理模式面臨制度性危機，發展中
大國在全球治理體系改革中話語權不斷
提升。從國內形勢看，我國發展仍處於
並將長期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加快經
濟結構優化升級、提升科技創新能力、
深化改革開放、加快綠色發展和參與全
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都會帶來新機遇。
他特別指出，歷經新中國成立70年

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的深厚積累，
中國發展擁有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強
大的抗壓能力和應對各種複雜情況的
豐富經驗，十八大以來我們更形成了
前所未有的強大「核心、黨心、民
心」。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
央堅強領導下，只要我們牢牢把握戰
略機遇期的新內涵，用好新機遇，發

揮新優勢，就一定能在「百年未有之
大變局」中創造出讓世界矚目的新的
更大奇跡。

「兩個建設好」是必然要求
王志民強調，香港的命運始終與國家

緊密相連、偉大祖國永遠是香港發展的
堅強後盾。香港要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中做到穩妥應變、變中取勝，關鍵是把
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大勢，始終
「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家」，
通過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
之利，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這是在新時代實現書寫「我們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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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偉篇章的必然要求，也是歷史賦予我
們的光榮責任。

牢牢把握創新「發展之魂」
王志民表示，自習近平總書記2017
年「七一」視察香港以來，香港形勢
出現了積極變化，呈現持續穩中向好
的良好態勢。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變局」和國家的「重要戰略機遇
期」，如何把習近平總書記對香港工
作的重要指示和關心關懷以及中央支
持香港的眾多「改革紅利」和「政策
紅利」轉換為香港發展的強大動力，
推動香港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再創
輝煌？王志民分享了四點看法：一是
要正確處理好「六對關係」，練就過
硬的政治本領，以「一寸丹心惟報
國」的政治忠誠「有效履行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憲制責
任」；二是要牢牢把握創新這一「發
展之魂」，練就過硬的改革創新本

領，以「上下同欲者勝」的團隊精神
相互支持、迎難而上；三是要牢固樹
立風險意識和底線思維，練就過硬的
駕馭風險的本領，共同維護好香港當
前穩中向好的良好態勢；四是要不斷
增強「為官避事平生恥」的責任擔
當，練就過硬的狠抓落實本領，「志
不求易、事不避難」，把香港未來發
展的美好願景變成生動現實。
王志民最後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前

年「七一」視察香港時向全世界作出
了「兩個建設好」的莊嚴宣示，上周
在出訪歐洲時又堅定地說，「這麼大
一個國家，責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艱
巨。我將無我，不負人民。我願意做
到一個『無我』的狀態，為中國的發
展奉獻自己」，充分彰顯了一個大國
領袖為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
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堅
定自信和責任擔當，這對我們合力推
進「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行穩致遠是
莫大的鼓舞和激勵。

以只爭朝夕精神投入工作
中聯辦作為中央派駐香港的機構，

一定會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和中央的
要求，認真履行好支持行政長官和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積極作為的職
責。讓我們牢記習近平總書記「四
個始終」的殷切囑託，繼續同心同
向同行，以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
精神投入工作，共同書寫香江新篇
章、共創香港新輝煌！
香港特區署理行政長官張建宗和行

政會議成員，特區政府政治委任官
員、D3以上高級公務員及部分政務主
任等近300人參加了宣講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

網訊，3月29日上午，全國

人大代表、中央政府駐港聯

絡辦主任王志民應邀出席香

港特區政府舉辦的「全國兩

會精神主題宣講會」，以

《深刻領會全國兩會精神，

牢牢把握香港發展機遇，推

動「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

遠》為題，與在場的特區政

府高級官員分享對今年全國

兩會精神的理解和體會，並

對涉及香港的內容進行深入

解讀。

向特區政府高級官員宣講全國兩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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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願景成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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