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劉光源昨日於外交公

署舉行來港履新後的首次媒體見面會，並

現場回答記者提問。他表示，此次來外交

部駐港公署工作，深感使命光榮、責任重

大，將以習近平外交思想和習近平總書記

關於港澳工作的重要論述為指引，忠誠履

職、勇擔使命、不負重託，帶領外交部駐

港公署全體同事，為國家擔當，為特區服

務，與香港同胞同心同行，為「一國兩

制」偉大事業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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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走到哪，公署領保就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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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外交公署與香港同胞同心同行 為國家擔當為特區服務
劉光源：重點做好「三個更加有力」

��

劉光源在開場致辭時，首先向廣大香港同胞致以
誠摯問候。他表示，自己從事外交工作30多年

來，在非洲、美洲、歐洲等多地工作，但對香港並
不陌生，曾經十幾次到訪香港，留下很多美好回
憶。他指香港是一座聯接中西、歷史文化底蘊深厚
的魅力之城，也是充滿商機、生機的國際大都市，
在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中佔有重要位置。
他說：「此次來外交部駐港公署工作，深感使命光
榮、責任重大，將以習近平外交思想和習近平總書記
關於港澳工作的重要論述為指引，忠誠履職、勇擔使
命、不負重託，帶領外交部駐港公署全體同事，為國
家擔當，為特區服務，與香港同胞同心同行，為『一
國兩制』偉大事業作出貢獻。」

積極對接特區發展所需
關於公署下一步工作的主要思路和重點方向，劉光源

表示，香港回歸24年來，外交公署堅定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持續支持特區開展對外交往與合作，
全力維護香港同胞海外合法權益，為「一國兩制」成功
實踐作出了積極貢獻。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
變局，中國正處於「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
期，香港正處在由亂及治、撥亂反正的關鍵時期。新形
勢下，外交公署將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指示和外交部部
署，自覺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積極對接特區發展所
需，重點做好「三個更加有力」：
一是更加有力反對外部干預。香港國安法和完善

選舉制度彌補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和政權安全的重
大漏洞。只要外部勢力不放棄插手香港事務，公署
就將扛起守土責任，築牢安全防線，堅決反對外部
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堅決捍衛「一國兩制」的原則
底線，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
二是更加有力服務特區發展。香港背靠祖國，聯通
中外，既有「一國」之利，又有「兩制」之便，「十
四五」規劃和「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

家戰略為香港提供了重大發展機遇。公署將充分發揮
外交所長，調動外交資源，全力支持特區擴大對外交
往與合作，全力支持特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雙循
環」新發展格局，為特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提供助
力。
三是更加有力踐行外交為民。公署將繼續堅持
「以人民為中心」重要思想，幫助香港同胞了解外
交、參與外交，秉持「港人安全無小事，同胞利益
重泰山」的理念，竭盡全力維護香港同胞海外合法
權益，與香港同胞共同譜寫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時
代華章，共用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公署大門永敞 共建美好家園
劉光源表示，外交公署的工作離不開特區政府、

香港同胞和各界朋友的大力支持，希望大家一如既
往關心和支持公署的工作，也歡迎大家給公署和他
本人多提寶貴意見和建議。「外交公署的大門永遠
是敞開的，我們大家齊心協力，共同維護好、建設
好香港這個美好家園。」
香港文匯報、鳳凰衛視、TVB、中央電視台、新華
社等多家香港媒體和中央駐港媒體應邀參加見面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針對一些
西方國家頻繁對涉港問題表達所謂關切，
甚至實施制裁的干預行徑，劉光源特派員
昨日在媒體見面會上強調，香港問題的實
質是一場涉及奪權與反奪權、顛覆與反顛
覆、滲透與反滲透的較量。一段時間以
來，一些外部勢力抱守冷戰思維，踐踏國
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以所謂人權、
民主、自由為幌子，肆意干預香港事務，
歪曲詆毀中央對港政策，為反中亂港分子
撐腰打氣，甚至悍然出台各種制裁措施，
遭到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
的堅決回擊。

外部勢力打錯了算盤
他說：「事實充分證明，外部干預勢力

借所謂涉港問題遏制中國發展是搞錯了時
代，找錯了對象，打錯了算盤！」
他強調，任何外部干預、施壓、制裁都
動搖不了中方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
發展利益的堅強意志，都改變不了我們全
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堅定決
心，都阻擋不了「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
歷史大勢。
劉光源正告那些外部干預勢力：香港事

務不容插手，「一國兩制」不容歪曲，香
港的繁榮穩定不容破壞，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不容阻擋。「我們有足夠的底氣、強大
的意志和有力的措施捍衛國家的主權、安
全與發展利益。」

國安法助力港長治久安
關於少數人對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香港選

舉制度的抹黑攻擊，聲稱相關舉措將影響
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損害香港未來
發展前景云云。劉光源批評，這些說法不

符合事實，不合時宜，不負責任。
他強調，出台國安法助力香港實現長治久安，完
善特區選舉制度有力促進特區良政善治，必將為商
界提供更加安全、穩定、可預期的營商環境，更好
發揮香港在「一國」框架下的「兩制」優勢。

「一國兩制」行得通辦得到
被問及如何看待香港近年形勢，劉光源指出，香

港回歸以來的事實證明，「一國兩制」行得通、辦
得到、得人心，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
度安排。作為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一國
兩制」在實踐過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難和挑戰。特別
是在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港獨」猖獗、黑
暴肆虐、「攬炒」橫行，導致香港陷入曠日持久的
動亂。在外部勢力插手干預下，「修例風波」演變
成一場「顏色革命」。反中亂港勢力及其背後的外
部勢力不僅要奪取香港管治權，搞亂香港，而且企
圖搞亂內地，阻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面對
香港回歸以來最嚴峻的局勢，中央審時度勢，果斷
決策，採取出台香港國安法、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等
重大舉措，推動香港局勢迎來由亂及治的重大轉
折，香港發展重回正軌。

昨日在媒體見面會上，香港文
匯報記者提問：香港對外交流因
疫情受到很大影響，下階段公署
在支持特區擴大對外交流、維護
港人海外合法權益方面將會作出
哪些努力？

劉光源特派員回應指，在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市
民的團結努力以及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疫
情形勢出現積極變化。他衷心希望香港疫情防控能

早日取得決定性成果，為便利特區對外交往和人員
往來創造更加積極條件。
他引述，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要支持香港提升

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強化
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
理中心功能，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亞太區國際法律
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和中外文
化藝術交流中心，支持香港服務業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
展。同時，規劃提出要完善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

內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機制，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
區。
「國家的發展規劃和特區的規劃願景就是外交公署

的努力方向。」劉光源表示，公署將積極對接特區的
發展需求，加強和特區政府的協調合作，積極支持特
區通過「請進來」、「走出去」，擴大對外交往與合
作，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公署將履職盡責，為香
港同胞多辦實事好事，積極維護港人海外合法權益，
「港人走到哪裏，公署的領保就到哪裏。」
他還表示，公署將繼續做好對外國駐港機構的管

理和服務，提供支持和便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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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
牽頭人劉鶴，繼一周前與美國貿易代表戴
琪通話後，昨日又與美財政部長耶倫舉行
視頻通話。中美接連展開經貿對話、願意
繼續保持溝通，傳遞中美經貿合作向好積
極信號。去年貿易戰下，中美貿易額不降
反增8.8%，今年一季度中美貿易額更大增
61%，這一數字說明，經貿合作是中美關
係的「壓艙石」。中美利益高度關聯，保持
合作是大勢所趨，只有保持溝通對話，彼
此關切，才能彌合分歧，達至互利雙贏。

劉鶴副總理5月27日與美國貿易代表戴
琪的通話，是2020年8月25日之後，中美
經貿領域牽頭人的首次通話，亦是拜登政
府就職以來，中美經貿領域的首次高層級
溝通。雙方認為發展雙邊貿易非常重要，
並就彼此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同意繼
續保持溝通。中美在9個月後重啟經貿高
層通話，釋放出積極、友好信號。一周
後，劉鶴副總理又與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視
頻通話，雙方認為中美經濟關係十分重
要，對彼此關心問題坦誠交換了意見，願
意繼續保持溝通。中美經貿高層對話重啟
之後層層深入，雙方均願繼續溝通，明顯
傳遞保持經貿合作的積極信號，有利強化
中美經貿合作。

特朗普政府以所謂「美國優先」，對華
發動貿易戰，更威脅以「脫鈎」「斷鏈」
等手段破壞全球自由貿易與中美互信合
作。但意識形態的新冷戰，難阻中美經貿
合作不可阻擋的大勢。2020年，中美關係

經歷了建交40多年來最嚴峻的局面，中美
貿易額卻不減反增：雙邊貨物貿易總值增
長8.8%、達4.06萬億元人民幣。今年一季
度 ， 中 國 對 美 貿 易 額 更 大 幅 增 長 了
61.3%、達1.08萬億元人民幣。事實證明，
中美經貿合作的大勢不是個別政客操弄
「脫鈎」就可以改變的，亦說明少數美國
政客把中國視為「主要戰略競爭者」甚至
「對手」，是重大戰略誤判。

受疫情重創，美國經濟疫不能興，美國
已無限量「放水」，經濟仍無明顯起色，
反而通脹已經抬頭，美國對重啟中美經貿
高層對話更具迫切性，包括通過加強中美
貿易合作，解決通脹加劇和失業率高企等
問題。根據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發布的報
告，中美經貿摩擦令美國損失20多萬個就
業崗位，令美國企業成本飆升。最近，美
國全國對外貿易理事會已召集代表汽車、
啤酒和零售商的30多個行業組成聯盟，要
求拜登政府取消對中國產品徵收的關稅，
認為關稅對美國公司造成嚴重經濟損害。

中國明確表示，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有利於中國、有利於美國、有利於世界，
雙方應共同努力推動協議落實。今年以
來，中國加快金融開放步伐，允許一些美
國金融機構獲得合資企業多數股權、批准
多家金融公司進入中國市場等，中美兩國
經濟互補，中國建設高質量經濟帶給美國
更多發展機會。當前中美關係乍暖還寒，
美方應珍惜中美經貿合作向好勢頭，與中
國相向而行，實現互利共贏。

中美保持溝通 彌合分歧達至雙贏
特區政府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昨日一致

同意，放寬復必泰新冠疫苗的接種年齡下限，
由目前必須年滿16歲降至12歲。其他國家和
地區，以至香港的數據均顯示，青少年在接種
疫苗後保護率高，無嚴重副作用，大規模推廣
青少年接種有助早日恢復正常教學活動，有助
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長。政府應積極考慮將外展
疫苗接種計劃的門檻降至 50人，通過便利的
服務，提高市民接種意慾，盡快構築起免疫屏
障，為本港經濟民生復常創造前提條件。

疫情困擾本港已一年有多，盡快恢復學校
面授課堂是師生、家長的殷切期望。廣泛接
種疫苗，邁向群體免疫，也是青少年重新開
展正常校園生活的唯一選擇。近期，歐美經
過測試證明部分年齡段的青少年接種復必泰
疫苗安全可靠，已相繼降低接種年齡限制。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建議12歲至15歲人
群使用復必泰疫苗，佐治亞州、特拉華州、
阿肯色州等州即付諸落實。歐盟藥管局日前
也批准復必泰疫苗接種群組擴大到12歲至15
歲的青少年。

為研究兒童接種疫苗是否安全有效，香港大
學兒科及青少年醫學系和公共衞生學院正進行
青少年新冠病毒疫苗接種研究，計劃招募200
名 11 歲以上的健康青少年及其父母參與研
究。截至5月30日，約100名參與者接種了復
必泰及科興疫苗，未有發生嚴重不良事件。港
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指出，復必泰
疫苗有3期臨床數據證明安全有效，家長應放
心且正面看待疫苗，特別是青少年接種後免疫
效果較年長人士好，而接種後的副作用亦未有

證據證明有額外風險。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
會成員、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
亦指出，數據顯示青少年在接種疫苗後，保護
率達百分百，抗體水平比成年人高1.8倍，亦
無嚴重副作用。

擴大接種年齡範圍，特區政府一方面應該做
好解說工作，早前接種限於 16歲以上人士，
並非是青少年不適宜接種，而是各大疫苗廠商
當時仍然缺乏某些年齡群組的第三期數據，因
此謹慎起見不安排這些年齡的人打針而已。既
然現在藥廠已經有充分數據證明青少年接種的
保護作用較成年人更好，那就應該果斷推廣。
希望降低接種年齡限制後，讓師生接種率達六
七成的學校全面恢復面授課堂。

接種疫苗應尊重科學、相信數據、相信專
家，不應受坊間一些別有用心的輿論影響。既
然青少年接種疫苗保障遠大於風險，對加快群
體免疫具正面作用，家長、學生應放心接種。
政府另一方面應提供多種方法讓學童接種，派
外展隊到學校接種是理想選項之一。

特區政府在上月中推出外展疫苗接種計劃，
直接到企業和團體的場地為他們的員工接種疫
苗，措施能有效方便市民接種。病人醫護權益
協進會早前進行的調查顯示，外展接種對 18
歲至29歲市民會有29%人能增加接種意慾，對
30 歲至 49 歲、50 歲以上組別亦分別有24%、
26%人會增加接種意慾，是十分值得推廣的措
施。但現時外展到企業接種的人數門檻是100
人，對於很多小型地盤或企業而言難以湊夠，
政府如能將門檻降低至50至60人，應能更有
效提升接種比率。

做好外展接種為青少年構築免疫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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