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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大代表、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昨出席全國兩會精神分享論壇並發表主題演講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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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民：融入中國夢 實現香港夢
4月6日下午，全國人大代表、中央政
府駐港聯絡辦主任王志民應邀出席 「新時
代、新機遇、新發展──2018全國兩會精
神分享論壇」 ，並以《以習近平新時代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 全面落實全
國兩會精神 開創 「一國兩制」 事業新輝
煌》為題發表了主題演講。王志民表示，
這次全國兩會作出的許多重大決策部署都
與香港的發展息息相關，為 「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提供了更加堅實的制度保障
，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長期繁
榮穩定提供了更加強勁的發展動力。他呼
籲港人要弘揚創造精神、奮鬥精神、團結
精神和夢想精神，在融入中國夢的過程中
實現香港夢。
王志民表示，今年兩會是在中共十九
大之後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兩會，審議通過
了七個報告、四個議案，圓滿完成了兩項
重要選舉，不僅會期之長創25年來的紀錄
，而且議題之多之重、會風之嚴格之清新
、代表委員精氣神之自信之振奮、成果意
義之重大之深遠都前所未有，被香港媒體
譽為 「超級兩會」。兩會全面貫徹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十九大精
神，把十九大所確立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國家發展戰略部署等
通過法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轉化為重
要政策和實際行動，為新時代完善與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
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重要動力。這
次兩會引起香港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熱烈
討論和深入思考， 「兩會熱」在香港持續
發酵。
王志民指出，憲法修正案以創歷史紀
錄的超高票通過，習近平總書記以全票再
次當選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並在全國
人大會議閉幕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是這次
全國兩會最重要的政治成果。他在演講中
透過穿插鮮活生動的視頻，與在場嘉賓分
享了此次兩會上最激動人心的五個經典時
刻，包括憲法修正案通過、習總書記全票
當選國家主席並進行憲法宣誓、習總書記
在人大閉幕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等。他指出
，人民大會堂一次又一次響起經久不息的
熱烈掌聲，體現了習總書記是全黨擁護、
人民愛戴、當之無愧的黨的核心、軍隊統
帥、人民領袖，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國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領路人，反映了
全體代表對這次修憲最重要政治成果的高
度認同和對習總書記作為全黨全軍全國各
族人民主心骨的由衷擁戴，展現了13億多
人民對在習總書記堅強領導下，風雨無阻
、高歌行進，實現中華民族從 「富起來」
到 「強起來」歷史飛躍的堅強意志和堅定
信心。
王志民強調，從 「一國兩制」構想的
提出到香港回歸祖國以來的成功實踐，中

港人應理直氣壯說愛國

▲論壇昨日下午在灣仔會展中心舉行，逾1200名本港各界人士出席

國共產黨始終是 「一國兩制」的原創者和
最堅定的踐行者、守護者。可以說，沒有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祖國
，就沒有 「一國兩制」，也就沒有香港特
別行政區。習總書記在全國人大會議閉幕
會的重要講話中，再一次談到 「一國兩制
」事業並將其作為新時代新征程七個方面
大政方針之一。聯想到習總書記從去年 「
七一」視察香港到在十九大報告中大篇幅
論述 「一國兩制」事業，充分肯定上京述
職的林鄭月娥行政長官開局良好到春節前
不到10天接連對饒宗頤先生逝世、大埔交
通事故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並給 「少年警
訊」成員回信，讓我們深深感受到 「一國
兩制」事業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
組成部分，作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重
大課題，在習總書記心中的分量，深深感
受到習總書記對香港同胞深厚的人民情懷
，習總書記在中南海始終牽掛香港發展、
始終惦念香港同胞，中南海不僅始終引領
我們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
也必將引領我們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
港建設好。

兩會決策部署
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王志民指出，這次全國兩會作出的許
多重大決策部署都與香港的發展息息相關
，為 「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提供了更
加堅實的制度保障，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提供了更加強勁
的發展動力，為廣大香港同胞特別是青年
朋友把握國家發展機遇、共享祖國繁榮富
強的偉大榮光創造了更好條件，提供了更
加廣闊的奮鬥空間。
王志民高度肯定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
委員這個特殊重要群體為國家改革開放和
香港繁榮穩定發揮的重要作用。他說，當
前國家推行的一些改革措施和戰略決策、
實施的很多挺港惠港政策，包括香港同胞
享有的很多改革紅利和政策便利，都凝結

着歷屆代表委員的智慧和心血。在每年的
全國兩會上，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都
把香港市民的關切和心聲帶到北京帶到中
央。今年兩會來自香港的人大代表在審議
討論期間共發言309次、提出建議179件，
政協委員提交大會提案382件。回到香港後
，代表、委員們繼續積極履職盡責，兩會
閉幕至今的十多天時間裏，累計向香港社
會宣介兩會精神達680餘場次。代表、委員
們這種積極參政議政和用心用情用力為香
港發展為市民福祉 「鼓與呼」的愛國愛港
精神令人敬佩。
王志民表示，習總書記在全國人大會
議閉幕會上指出： 「中國人民在長期奮鬥
中培育、繼承、發展起來的偉大民族精神
，為中國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提供了強大
精神動力。」這一偉大民族精神源於包括
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共同的文化
基因。
展望未來，香港要在日趨激烈的國際
和地區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獲得更大發
展，就需要我們進一步弘揚靈活應變、敢
為天下先的創造精神，自強不息、奮發圖
強的奮鬥精神，愛國愛港、和衷共濟的團
結精神和心懷夢想、不懈追求的夢想精神
。香港同胞只有團結起來、和衷共濟，才
能把香港這個家和粵港澳大灣區這個共同
家園建設得更加美好，找準 「國家所需、
香港所長」的結合點，在融入中國夢的過
程中實現香港夢，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
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此次活動由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全
國政協常委余國春、唐英年、陳馮富珍和
全國人大代表第一召集人馬逢國發起，香
港友好協進會和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
聯合主辦，共有來自香港社會各界的代表
人士近1200人出席。分享論壇上，譚耀宗
及全國政協常委林建岳、陳馮富珍，全國
人大代表馬逢國、廖長江、洪為民還分別
結合自己參加全國兩會、學習兩會精神的
體會，暢談感受和收穫，並與現場嘉賓進
行了熱烈友好的互動。

【大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全國人
大代表、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昨日出席論壇
並發表主題演講。他強調，中國共產黨是
「一國兩制」的原創者、守護者和踐行者
，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祖國，就沒有 「一國兩制」和香港特別
行政區，若反對國家的基本制度，就是反
「一國兩制」，是對香港人的犯罪，對香
港是禍，不是福。王志民亦指出， 「愛國
沒有錯」，呼籲港人理直氣壯地說愛自己
的國家。
王志民發表的主題演講，分別從兩會
五個激動人心的經典時刻、兩會取得的豐
碩成果、香港機遇及再創輝煌四個方面分
享了他參加兩會的心得體會。他在談到香
港機遇時指出，這次兩會許多重大決策都
與香港息息相關，例如修改憲法，便為 「
一國兩制」實踐提供了根本憲制保障。他
形容憲法第31條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出
世紙」， 「『一國兩制』得以實行，香港
特別行政區得以設立，都和憲法有關」。
王志民表示，在今年兩會載入憲法的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其
中的14條基本方略便包括了堅持 「一國兩
制」， 「這無疑是給香港繼續按照 『一國
兩制』方針，實行 『港人治港』、高度自

治，五十年或更長時間不變，提供了堅實
的憲制保障，是給香港未來發展和香港同
胞進一步派的定心丸」。

沒有共產黨領導就沒有香港特區
王志民指出，中國共產黨是 「一國兩
制」的 「原創者、守護者和踐行者」。他
引述鄧小平言論說： 「中國要是改變了社
會主義制度，改變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
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會怎
樣？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也會吹的。」他借
用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句話
，認為如今香港回歸20年， 「我們可以說
，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祖國，就沒有 『一國兩制』，也就沒有
香港特別行政區。」
王志民進一步強調，在憲法中明確中
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最本質
的特徵， 「這本身就是為 『一國兩制』五
十年不變、行穩致遠提供堅實有力的憲制
保障。如果去反對國家的這些基本制度，
就是反 『一國兩制』，就是對香港人的犯
罪，對香港是禍，不是福。」王志民亦提
及，愛國是人類超越意識形態的共同核心
價值觀， 「愛國沒有錯」，在香港應該理
直氣壯地說愛自己的國家。

▲出席論壇的嘉賓細閱《大公報》，紛紛點讚
大公報記者石璐杉攝

▲論壇播放大文集團 「兩會」 期
間的採訪精華及報道片段

論壇播放大文集團兩會採訪精華
【大公報訊】今年兩會期間，香港大
公文匯傳媒集團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港
區全國政協委員基本實現了 「全覆蓋」採
訪，充分展示了代表委員參政議政、為國
家發展和兩地交流建言獻策的風采。昨日
的兩會精神分享論壇上，主辦單位在論壇
開始前播放的短片中就出現了全國人大代

表、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在兩會期間走進大
公網直播間接受專訪的精華片段，以及多
位港區代表委員接受大文集團全媒體訪問
的短片剪輯。而在現場派發的禮包中亦附
有昨日《大公報》特別製作的《港區代表
委員為國獻策為港發聲》專題，與會嘉賓
認真閱讀，紛紛點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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