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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 彰顯世界級領袖風采
屠海鳴

點擊香江＞＞＞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
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發表
了《攜手建設更加美好世界》的主旨演講，受
到來自世界各國政黨和政治組織領導人的高
度評價和熱烈稱讚。這是有着96年歷史的中
國共產黨首次與全球各類政黨舉行高層對話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將一如既
往為世界和平安寧、共同發展、文明互鑒交流
作貢獻。中國共產黨願同世界各國政黨加強
往來，分享治黨治國經驗，開展文明交流對
話，增進彼此戰略信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
共同體，攜手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來自120
多個國家的200多個政黨和政治組織的600多
位領導人聆聽了習近平總書記的演講。
正在北京舉行的這個對話會以 「
構建人
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建設美好世界：政黨的
責任」為主題，與會政黨代表進行對話、廣
泛交流。這是十九大後中國舉辦的首場主場
多邊外交活動，也是出席人數最多的首次全
球政黨領導人對話會，在中共的歷史上具有
開創性意義，在世界政黨史上也具有突破性
意義。習總書記的主旨演講是此次會議的最
大亮點，他的演講高瞻遠矚，內容豐富，意
義深刻，體現出的前所未有的擔當精神、世
界眼光、共贏思維，充分彰顯了世界級領袖

的風采。習總書記的主旨演講，通過媒體廣
泛傳播後，不僅贏得了與會代表的高度讚譽
，更讓全體中國人感到無比驕傲和自豪！

擔當精神令人欽佩
習近平總書記在演講中說： 「中國共產
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黨，是為人類進步
事業而奮鬥的黨。我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這本身就是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貢獻。
中國共產黨將一如既往為世界和平安寧、共
同發展、文明互鑒交流作貢獻。」這些表述
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擔當精神。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回顧歷史，
在96年的艱苦奮鬥中，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從
小到大、從弱到強的 「華麗轉身」，是世界
上擁有黨員人數最多的政黨，在最大的發展
中國家長期執政並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在
中共的帶領下，一個貧窮落後的中國，實現
了從 「站起來」到 「富起來」的跨越，成為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今正在從 「富起來」
邁向 「強起來」。中共從來都把國家和民族
的利益、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自己
的奮鬥目標。面向未來，中共十九大確立 「
兩步走」的戰略目標，到本世紀中葉，要把
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現代化強
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同樣是一
種大境界、大擔當。實現這一目標，將造福
於中國人民，也將造福於世界各國人民，以
中國的經濟體量和對世界經濟的拉動力，完
全可以帶動更多國家一起發展，共同富裕，

中國歡迎世界各國搭乘 「中國快車」。
當今世界有2000多個政黨，但有中共這
種擔當精神的政黨不多。當一些國家的政黨
「憂權位甚於憂國運」，中共始終以民族復
興、人民幸福為己任；當不少政黨陷入內部
分裂和政治衰敗之時，中共一手抓制度，一
手抓反腐，破立結合，再造政黨能力、重塑
政治生態。無論是在治國理政方面，還是在
加強自身建設方面，中共都積累了不少寶貴
經驗，體現出責任擔當。這一點，對於世界
其他政黨具有十分寶貴的參考價值，贏得了
越來越多政黨的讚許和欽佩。

世界眼光贏得讚譽
習近平總書記在演講中說： 「中國共產
黨歷來強調世界眼光，積極學習世界各國人
民的文明成果，並結合中國實際加以運用。
中國共產黨將以開放的眼光、開闊的胸懷對
待世界各國人民的文明創造，願意與世界各
國人民和各國政黨開展對話和交流合作，支
持各國人民加強人文往來和民間友好。」
中國共產黨擁有8900多萬黨員，是世界
第一人口大國的執政黨，取得了舉世矚目的
執政業績。習總書記說： 「大要有大的樣子
。」 「世界眼光」就是 「大」的題中要義。
回顧中國的改革開放歷程，中共學習借鑒了
許多國家的發展經驗，既有前共產黨執政國
家的，也有歐美國家的；既向大國學習，也
向類似於新加坡這樣的小國學習。兼容並蓄
，學人所長，為我所用，造就了改革開放的

輝煌成果。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雖然已經帶
領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仍以謙虛
謹慎的態度，願意學習借鑒世界各國政黨的
經驗，這種寬闊眼光和謙遜姿態，非常難得！
中國共產黨的世界眼光不僅僅體現在 「
怎麼說」，更體現在 「怎麼做」。習總書記
表示： 「未來五年，中國共產黨將向世界各
國政黨提供1.5萬名人員來華學習交流的機
會。還倡議將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
話會機制化，使之成為具有廣泛代表性和國
際影響力的高端政治對話平台」。這意味着
中國 「搭台」、大家 「唱戲」，讓學習交流
有渠道、有機會、有平台。習主席的開闊視
野和真誠態度，贏得了世界政黨領導人的廣
泛肯定、點讚和美譽。

共贏思維普遍認同
習近平總書記在演講中說： 「中國堅持
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理念，中國要始
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
、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中國不 『輸入』外國
模式，也不 『輸出』中國模式，不會要求別
國 『複製』中國的做法。」
習總書記的表態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
的 「天下為公」的情懷，也是中國 「和」文
化的體現。儘管中共是世界第一大黨，儘管
中共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長期執政的老資格
政黨，儘管中共的執政業績舉世公認，但中
共並不自高自大，而是以合作共贏理念處理
與世界政黨的關係。這一點，贏得了許多政

黨領導人的尊敬和佩服。中共舉辦如此大規
模的政黨對話交流活動，很容易讓人聯想到
前蘇聯共產黨。但只要仔細比較，就會發現
二者的本質區別。蘇共當年搞的主要是共產
黨交流，目的是想輸出革命。而中共請來的
世界政黨包括傳統意義上的 「左中右」政黨
，推動的是面向治國理政的黨際交流，毫無
輸出意識形態的想法和意思。這就是中共這
個百年政黨的胸懷、視野和偉大。
綜觀當今世界，幾乎找不到第二個政黨
，可以像中國共產黨一樣，一代代積累執政
經驗，不斷前進；也幾乎找不到第二個現任
領導人能像習近平總書記一樣，執政藝術、
政治理念與長達百年的近代歷史緊密關聯。
中共中央委員、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在香
港向各界青年代表第一次公開宣講十九大精
神時，曾經深情地這樣表述世界各國、各主
要政黨的領導人對中共作為世界第一大黨和
習總書記作為第一大執政黨的領導核心、作
為世界級領袖的高度敬佩， 「將影響地區及
世界政治經濟未來走向」，這種 「大影響」
，大在 「有大領袖」、 「有大格局」。昨天
習總書記的演講贏得讚許、激起共鳴、引起
反響，正是這種 「大領袖」、 「大格局」的
生動反映！與會各國的政黨都在期待：在這
種 「大領袖」、 「大格局」下，相信中共一
定會為世界和平安寧、共同發展、文明交流
做出更多更大更輝煌貢獻！
本文作者為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
會常務副會長、港區上海市政協常委

向同鄉社團商會宣講十九大精神

王志民勉立足新定位新使命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最近分別會見廣
東社團總會、福建社團聯會及香港六大
商會等團體負責人，介紹中共十九大有
關情況，解讀十九大精神及報告涉港重
要論述，勉勵同鄉社團和商會立足十九
大對香港提出的新定位新使命，共同努
力為香港 「一國兩制」 成功實踐行穩致
遠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
不懈奮鬥。
大公報記者

王志民
提三要求

1
理直氣壯宣
傳中國故事，宣
傳共產黨光輝成
就。

朱晉科

提三要求 做好青年工作
王志民於11月30日會見廣東社團總會、福建社
團聯會等主要負責人時，充分肯定同鄉社團長期以
來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保持香港繁榮穩
定作出的重要貢獻，並對今後發展提出三點要求：
一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堅定愛國愛港光榮傳統
，理直氣壯地在香港社會宣傳中國故事，宣傳中國
共產黨作為國家執政黨的光輝成就和偉大歷程；二
是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進一步
提高參與香港社會事務的能力與水平；三是堅持創
新會務發展理念，重心下移、深入基層，不斷團結
和凝聚廣大鄉親，持 之 以 恆 做 好 青 年 工 作 ， 創
新提高會務發展。
昨日在會見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中華廠商聯
合會、香港總商會、香港工業總會、香港地產建設
商會、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等主要負責人時，王志
民高度評價六大商會長期以來在涉及國家香港重大
問題上的積極表現和為推動內地改革發展、維護香

▲王志民向多個社團和六大商會等團體負責人
宣講十九大精神，勉勵立足十九大對香港提出
的新定位新使命
資料圖片
港繁榮穩定作出的重要貢獻，指出十九大報告中 「
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 「探索建設自由貿易
港」和人民幣國際化等許多戰略都和香港息息相關
，希望以六大商會為重要代表的香港工商界，帶頭
學習宣講十九大精神，以習近平總書記 「七一」視
察香港重要講話精神為指引，鼎力支持行政長官和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全力推動香港經濟發展、民生
改善，推進解決制約香港發展的瓶頸問題，合力把
香港的事情辦好，續寫獅子山下繁榮發展新故事。
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何靖及有關部門負責人
參加會見。

2
支持特首及
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提高社會事
務參與水平。

3
創新會務發
展，深入基層，
團結鄉親，做 好
青年工作。

王志民會見中科院院長白春禮
【大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11月
29日，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會見來港出席中
科院聯動創新系列論壇暨科技 「一帶一路
」與粵港澳大灣區創新論壇的中國科學院
院長白春禮一行。
王志民對白春禮一行的到來表示歡迎
，並感謝中科院長期以來對香港及香港中

何靖：港人學習十九大精神升溫
【大公報訊】中聯辦副主任何靖日前
應邀出席香港廣西社團總會學習十九大精
神座談會並作主題宣講。譚錦球、蔡加讚
、鄧清河、李君豪、吳金龍等社團領袖、
政協委員共100多人出席。
何靖指出，十九大勝利召開引起全世
界廣泛關注，採訪報道大會的中外記者和
發來賀電賀函的國家及政黨數字均創歷史
新高。來自120多個國家200多個政黨和政
治組織的領導人踴躍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中
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他們希
望深入系統了解十九大精神，了解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豐富內涵
，了解中國共產黨關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共同建設美好世界的主張，反映出國
際社會對十九大的高度關心和重視。香港
社會對十九大的關注也是前所未有的，學

政府要發展環保、快捷和承載量高的鐵路
系統，直接連接東涌、香港口岸人工島、
香港國際機場、亞洲國際博覽館，形成連
接幾個策略發展區的循環線，改善來往機
場島至東涌的交通配套。

促放寬私家車配額至二萬個
周浩鼎續指，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只
提供約650個泊車位給本地私家車，鄰近的
香港國際機場停車場在假日亦經常爆滿，
隨着跨境車輛通行，該區泊車位數目勢短
缺，影響運輸效率及造成擠塞。他擔憂，
當本地私家車未能於口岸找到泊位，車流
將轉移至東涌，出現 「迫爆」情況，因此
建議政府把香港口岸人工島的泊車位增至
起碼5000個，並設手機應用程式追蹤泊車情
況。
在車輛通關安排方面，陳恒鑌稱，大

橋對跨境私家車牌照的申請條件有嚴格規
定，普通民眾無法受益下，只能依靠跨境
巴士、穿梭巴士、跨境出租車等交通工具
，但搭乘跨境公共交通要在大橋兩端的口
岸上落車共四次，進行過境檢查，耗時耗
力。他要求當局大幅度降低香港私家車申
請跨境車牌的門檻，允許在珠海市持有物
業、租用物業一年以上，或在該地區就業
的香港居民申請該類車牌，不再附加其他
關於物業價值、工作收入等限制。同時，
可增設只適用於港珠澳橋口岸的新配額至
二萬個，進一步方便港人通過港珠澳大橋
前往大灣區城市。
陳恒鑌續指，以往在深圳灣的 「過境
私家車一次性特別配額」政策申請手續繁
複，又有車款限制，成效不彰。他建議在
珠海口岸簡化程序，採取 「一次辦理、多
次使用」模式，申請者在辦理手續時，由

習、宣傳十九大精神的熱度不斷升溫，大
家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復興道路取得成
功背後的 「中國故事」、 「中國共產黨故
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希望作進一步的
探究了解。香港回歸祖國後，重新納入了
國家治理體系，廣大市民理所當然地應對
國家和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有更多更全面的
了解，作出更客觀正確的認識。十九大的
勝利召開，相信對推動廣大市民正確認識
國家、客觀認識中國共產黨、增強國家意
識和愛國精神將產生深遠影響。
何靖勉勵大家學深悟透十九大精神，
進一步堅定信心，團結拚搏，大力支持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積極作為，履行好特區
的憲制責任，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為推動 「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行穩致遠和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增光添彩。

周浩鼎（左）和陳恒鑌昨開記者會，介紹民建聯提出的
▼
四項配合港珠澳橋通車的交通建議

民建聯獻四計 配合港珠澳橋通車
【大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港珠
澳大橋通車在即，但大橋的車輛通關安排
、交通配套等有待完善。民建聯向特區政
府提出四項建議，包括放寬粵港跨境私家
車配額制度，將原本3000個只適用於港珠澳
大橋口岸的新配額，增至二萬個；在珠海
口岸實施便利的 「過境私家車一次性特別
配額」政策，採取 「一次辦理、多次使用
」模式；增設香港口岸人工島的泊車位至
5000個以上，以及完善來往機場島至東涌的
交通配套。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和陳恒鑌昨
日召開記者會，介紹四項配合港珠澳大橋
通車的交通建議。本身是離島區議員的周
浩鼎指出，港珠澳橋的落腳位置毗鄰東涌
，該區交通配套長期未完善，交通擠塞最
受市民關注，例如達東路等道路是 「
U」迴
環形設計，不易疏散車輛。民建聯建議，

聯辦工作的大力支持。白春禮介紹了中科
院將集合優勢資源力量，全方位參與粵港
澳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思路與想法。
雙方還就發揮中科院的人才、平台和資源
優勢，進一步促進兩地在創新科技領域的
交流合作進行了溝通。香港中聯辦有關部
門負責人參加會見。

口岸查驗部門進行手續審批後，可獲 「一
次性配額資格」，為期三年。其間，當車
主及該登記車輛須要出入口岸，只需提前24

小時通過網絡查看出行當天的可預約配額
，然後提交簡單的電子信息登記，即可在
預約的日子裏駕駛車輛過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