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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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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聽取「十三五」規劃實施總結評估匯報

應對外部挑戰抗擊疫情衝擊
：
各項目標任務即將勝利完成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

基礎建設

局常務委員會 10 月 22 日召開會議，聽取「十三
五」規劃實施總結評估匯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
近平主持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指出，
「十三五」以來，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軍全國
各族人民，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
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穩中求進工
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高質量發展，有力
有序化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問題，沉着冷
靜應對外部挑戰明顯上升的複雜局面，堅決果斷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衝擊，堅定朝着既定目

新華社

標任務前進，「十三五」規劃實施順利，主要指
標總體將如期實現，重大戰略任務和 165 項重大
工程項目全面落地見效，規劃確定的各項目標任
務即將勝利完成。 （尚有相關新聞專題見 A9）

習近平強調，經過「十三五」時期的發展，我國經濟
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躍上新的台階，經濟運

行總體平穩，經濟結構持續優化，農業現代化穩步推進，
脫貧攻堅成果舉世矚目，污染防治力度空前加大，生態環
境明顯改善，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對外開放持續
擴大，共建「一帶一路」成果豐碩，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
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加快推進。尤為重要
的是，在「十三五」的實踐中，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
會主義制度的優勢進一步彰顯，新發展理念更加深入人
心，廣大黨員幹部政治品質和鬥爭精神鬥爭本領得到錘
煉，全國各族人民精神面貌更加奮發昂揚，為開啟全面建
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提供了有力政治保證和強大
奮進力量。

推動高質量發展 構建雙循環格局
會議指出，要全力做好「十三五」規劃收官和「十四
五」規劃編制工作，腳踏實地、乘勝前進，緊盯脫貧攻堅
任務不鬆勁，保持污染防治定力不動搖，繃緊防範化解重
大風險這根弦不放鬆，推動民生改善不懈怠，圓滿完成
「十三五」規劃各項目標任務，確保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奮鬥目標。
會議強調，各方面要將精力更加集中到貫徹黨中央部
署、謀劃推動「十四五」發展上來，要胸懷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認識我國
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徵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複
雜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深刻認識「十四五」時
期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貫徹落實新發展理
念，緊扣推動高質量發展，着力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
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要乘勢而
上、奮力前行，推動「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有機銜接，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健康教育

安居樂業

脫貧致富

香港各界：本港應在「十四五」發揮自身優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國
家將迎來「十三五」規劃收官和
「十四五」規劃開啟，香港社會各
界昨日表示，過去五年，國家基本
完成了「十三五」規劃，並在經濟
社會發展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展
望「十四五」規劃，他們認為，國
家將持續做好「一帶一路」和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兩大規劃，香港應爭
取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中，進一
步發揮自身優勢，配合和融入國家
新一輪發展。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貞表
示，國家「十三五」時期的發
展，可以說經濟社會發展方面都
取得了顯著成就，特別是在持續
保增長同時加強環保減耗，保證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為了人
民世代福祉作出很大的貢獻。
她指出，過去五年，香港繼續
發揮了國際橋樑作用，積極參與
共建「一帶一路」，同時配合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相信香港未來

的發展離不開國家這個堅強後
盾。香港應當更努力發揮金融、
人才等各種優勢，積極配合國家
「十四五」規劃。

在科技領域加大發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
界聯合會會長蔡毅表示，國家基
本完成了「十三五」規劃目標，
但在目前複雜的國際形勢環境
下，做好「十四五」規劃對國家
來說非常重要。在他看來，重點
在於實現雙循環，提升內動力。
他認為，香港要把握機會，在
國家「十四五」規劃中進一步發
揮作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
更重要的是，香港必須維護好自
身的社會穩定，才能在國家發展
中更好地發揮自身優勢。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人士
協會創會主席簡松年表示，在
「十三五」收官之年，回望當初
規劃，再看今日成績，可說是完
全達標且非常成功。他相信「十

四五」規劃的主軸將在於「自力
更生」，並因應科技主導世界的
大潮流，在科技領域上加大發
展，特別是有華為、中興被封殺
的前車可鑑，國產芯片的發展已
是刻不容緩。

努力轉變現有發展模式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各界文化
促進會執行主席馬浩文表示，
「十三五」規劃中，我們看到了
國家「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
區兩大規劃，從規劃一步一步走
到成形，相信這兩大規劃將在
「十四五」中獲得持續推動。目
前複雜的國際貿易環境將轉變國
家未來的發展方向，特別是推動
高新科技產品進一步轉為內部研
發生產。
他強調，在國家未來規劃發展
中，香港要保持國家的國際金融
中心地位，應當努力轉變現有的
發展模式，加入更多的金融科技
產品，以提升競爭力。

「十四五」將為香港確定新目標

作總基調，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務委員會 10 月 22 日
召開會議，聽取「十
/1
三五」規劃實施總
結評估匯報。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南開大學台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李曉兵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十四
五」規劃中央將為香港確定新的發展
目標，為香港轉型和產業布局作出部
署。料將涉及粵港澳大灣區、國安法
實施後香港特區政府管治走向軌道、深
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內容。李曉兵表
示，香港各界也應該認真學習規劃綱要
內容，不要將其視為可有可無的東西。
李曉兵表示，粵港澳大灣區依然會是
「十四五」規劃綱要港澳篇章的重頭
戲，相信國家會在產業布局、科創中
心建設、融合發展、深港聯動等方面
重點着墨，作出系列指引，明確具體
目標。此外，「十三五」提到的深化
與內地合作，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依
然在「十四五」期間會有所延續。「香
港在未來五年面臨着產業轉型，發展科
技創新才是香港命脈所在，相信國家在
這個規劃綱要中會對此有所體現。」
李曉兵指出，「十四五」規劃綱要
制定於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綱要應
該也會對國安法實施之後，推動香港
特區治理走向軌道、特區政府本身建
設、青少年教育、香港特區憲制秩序
重塑等有所強化。李曉兵認為，特區
政府和相關部門未來也應該注重落實
國安法提出的落實憲制責任。

期待未來五年香港華麗轉身

李曉兵指出，「十四五」規劃更多
是為香港未來發展指明方向，設定目
標，在實際行動中依然需要特區政府
和各部門去探索。過去幾年，香港在
落實規劃綱要一些內容時不是很好，
那就應該找找原因，作出調整和優
化。「事實上，這也是一種責任，可
以不斷調整，但是絕不能當成可有可
無的東西。香港社會也應該積極學習
規劃內容，至少應該理解這個規劃對
香港的重要性。」
「國家還是期待在未來五年，香港能
實現一個華麗轉身，改變以前政治生
態，鞏固提升傳統優勢，布局新的產
業，確定新的發展目標，讓香港未來
發展提到一個新的高度。」李曉兵
說，關鍵在於香港社會能積極對接國
家戰略，將規劃綱要落到實處。不能
偏安一隅，關起門來自娛自樂，更不能
再浪費時機，錯過國家的發展機遇。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紀念台灣光復 75 周年學術研討會在京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紀念台灣光復 75 周
年學術研討會 22 日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出席並講話。他強調，要深入
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對台工作的重要論述，牢
記歷史、鑒往知來，弘揚偉大的民族精神，激勵兩岸
同胞團結一致，共擔民族大義，共促祖國統一，共圓
民族復興偉大夢想。
汪洋指出，75年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和台灣
光復，徹底洗刷了中華民族百年屈辱，有力捍衛了國家
主權和領土完整，是永載史冊的光輝篇章。台灣光復是
包括台灣同胞在內全體中國人民前仆後繼、浴血奮戰鑄
就的偉大勝利，充分彰顯了台灣同胞可歌可泣的民族氣
節和真摯深沉的愛國情懷，無可辯駁地證明台灣是中國
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雖然兩岸尚未完全統一，但大
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

要攜手推動兩岸經濟融合
汪洋強調，「台獨」分裂勢力挾洋自重，不斷進行
謀「獨」挑釁，致使兩岸關係緊張動盪，是對為台灣
光復而犧牲英烈們的最大褻瀆。推進祖國和平統一，
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責任。要堅
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台

獨」勢力及其分裂行徑，決不容許失而復得的神聖領
土得而復失。要攜手推動兩岸經濟融合發展，深化兩
岸人文交流。要高度警惕民進黨當局「去中國化」圖
謀，大力宣傳台灣同胞愛國主義傳統，加強對兩岸民
間交往歷史的研究，增進台灣同胞國家認同、民族認
同、文化認同，厚植兩岸同胞精神紐帶。

大家展現對統一深切渴望
研討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謝伏瞻主持。兩岸與
會代表圍繞「紀念台灣光復、推進祖國統一」的主題
進行研討。全國政協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蘇輝，台
灣新黨榮譽主席郁慕明等 12 位代表發言。大家用鏗
鏘有力的論述、鐵證如山的史實、飽含深情的話語，
闡釋了台灣光復的重要歷史與現實意義，揭示了台灣
是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歷史和法理事實，
表達了對當前台海局勢的擔憂和對「台獨」行徑的憤
慨，展現了對寶島台灣的真摯熱愛和對祖國統一的深
切渴望。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萬鄂湘出
席研討會。中央有關部門、有關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
負責人，台灣省籍全國人大代表、涉台專家學者、首
都各界代表和台灣同胞共100餘人參加研討會。

郁慕明：大陸追求和平，蔡當局製造戰爭

汪洋：決不容許失而復得神聖領土得而復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
京報道）新黨榮譽主席郁慕明在
紀念台灣光復75周年學術研討會
上提議，對待蔡英文、蘇貞昌等
人，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
身」，比如建議台灣年輕人尋個
時機、走上街頭。他認為，「反
戰運動」就是個很好的題材，只
是「時機還未到」，一旦時機成
熟，台灣年輕人要為自己的未來
思考，走上街頭，抗議蔡英文挑
釁以及民進黨政府製造戰爭風
險，或許是不錯的方式。
他在會後接受媒體採訪時更
指，75 年來台灣都處於安定的環
境中，「哪個年輕人經歷過戰
爭？」生於抗戰時期的他認為，
致力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人士
都有責任將戰爭的危害告訴年輕
人，「我們要告訴他們，大陸在
努力地追求兩岸和平，但民進黨
當局在努力地製造戰爭，是在傷

害下一代。」
「在我們這一代，一定會讓台
灣回家。」政論節目主持人黃智
賢在研討會後對媒體表示，沒有
統一怎麼能算「光復」，只有台
灣回家，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光
復。她更指出，「台獨」勢力所
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把台灣推
向戰爭。

「九二共識」本身就是善意

灣做着被當局打壓的事情，也
不過是想為台灣留下一點和平
的窗口，讓台灣人可以回到中
華民族的根上，也能告慰祖
先。」她同時亦指出，和平固
然有很高的價值，但和平之上
還有更高的價值，那就是中華
民族的復興。「中華民族要復
興，要讓所有人幸福」，她反
問稱，「難道要讓我們的家人
為 『台獨』流血犧牲嗎？」

黃智賢表示，大陸一直在步步
退讓，可以說仁至義盡 。「雖
然還沒統一，但因為我們是一家
人，很多細節大陸就不窮追
了。」她說，「九二共識」本身
就是一種善意，任何一個國家都
只有一個中央政府，但因為「九
二共識」的存在，台灣可以得到
很大的空間。
她提醒，兩岸和平統一的窗
子正在漸漸關小。「我們在台

■郁慕明接受採訪
郁慕明接受採訪。
。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