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發展開新局 港人更要作貢獻
社 評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已於昨天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閉幕，大
會選舉產生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
紀律檢查委員會，胡錦濤提出的科學發
展觀被作為指導思想寫入了黨章。

十八大一中全會將緊接着於今日召
開，會上將選出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和常
務委員會，以及中共中央總書記。

毫無疑問，中共十八大的舉行，在
中國共產黨執掌政權和復興中華民族的
偉大事業中將會成為一頁不朽的篇章。

十八大的歷史意義，在於進一步確
立和鞏固了中國共產黨無可取代的旗幟
地位、在於明確了二○二○年要建成小
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在於肯定了決不改
旗易幟的社會主義道路，還在於首次提
出了建設一個強大中國、幸福中國、美
麗中國的美好願景。

而這一切，都將由當選的新一屆中
央領導集體帶領全國人民去為之努力奮
鬥和最終實現。

十八大進一步明確了中國共產黨的
領導地位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對十三億中國人民來說，是一件大事、

一個喜訊、一項保證。
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年、新中國成

立六十三年、改革開放三十四年，無數
事實已經證明，共產黨不僅能夠救中國
，更能夠建設中國、發展中國、強大中
國。這個執政黨已經用行動、用事實，
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球最大出口貿
易國和國際地位不斷提高、人民生活不
斷改善、民主法制逐步完善的事實證明
了它的 「獨樹一幟」 和無可取代。

十八大的歷史意義，還在於產生了
新一屆的中央領導集體。此次十八大的
重要成果之一，就是首次明確了二○二
○年一定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收
入翻一番的具體目標，明確了經濟建設
、政治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生
態文明建設 「五位一體」 的戰略部署，
明確了要建設富強中國、幸福中國、美
麗中國的美好願景。而這一切目標、部
署和願景，端繫於習近平、李克強等新
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未來五年、十年帶
領全體中國人民去努力、去奮鬥、去完
成、去實現。

習近平、李克強等新一屆中央領導

集體面對的任務和挑戰，是前所未有的
光榮，但同時也是前所未有的困難和艱
巨。此次中共十八大為什麼會比前幾屆
更受到西方政治觀察家和傳媒的關注？
就是因為他們都很清楚，十八大之後，
新的中國領導人將要帶領這個國家和人
民走上一個新的發展台階，將要面對和
解決大量中國過去沒有過的、以至西方
先進國家到今天也仍然未能解決的困難
問題。

建成小康，經濟持續保持較快和平
穩發展的基礎和動力何在？

發展經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政
治體制改革是否能同步？不能同步就會
「拖後腿」 ，甚至走不下去。

建設強大中國、幸福中國、美麗中
國，幹部特權、貪污腐化問題不解決，
強徵暴斂導致民眾事件頻生不解決，貧
富差距日大不緩解，民主監督不加強，
人民怎會感到幸福？亂開發、亂開採等
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不禁止，假冒劣造
不絕跡，道德水平、守法觀念不提高，
中國又如何美麗？

而值得欣慰的是，習近平、李克強

等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對當前黨和國
家面對的困難和前進中的阻力都十分清
楚和充分掌握，他們都有在基層、在農
村、在地方、在中央長期工作的實踐和
經驗，更有承前啟後、勇挑歷史重擔的
決心和能力，未來五年、十年在他們領
導下建成小康、 「五位一體」 、強大幸
福美麗中國的目標一定能夠實現，人民
群眾對他們有信心、有支持、有期盼。

正如胡錦濤在十八大開幕報告中所
指出，在 「一國兩制」 下，港人和全體
中國人民一道，共享今天作為一個中國
人的尊嚴與榮耀；十八大的成功召開和
取得重要成果，習近平、李克強等新一
屆中央領導集體產生，香港人是感到關
心、開心，也感受到一份尊嚴與榮耀的
；港人都樂於中國共產黨越來越開明和
可以接近，五十年代，提起中國共產黨
，不少港人會兩腳發抖；六十年代，提
起中國共產黨和 「文革」 ，港人只會搖
頭嘆息以至悲憤交集；到今天，改革開
放三十年，包括眼前十八大，港人都想
知道會上講了些什麼、中國共產黨怎樣
帶領國家繼續前進，更十分關心新一屆

的領導人是不是習近平、李克強……。
尊嚴與榮耀之下，是一份參與和承

擔。十八大報告用不短篇幅重申了堅持
「一國」 與尊重 「兩制」 、維護中央權

力與保障高度自治、祖國強大後盾與提
高自身競爭力的關係，希望香港同胞在
分享作為中國人尊嚴與榮耀的同時能夠
為國家作出更大的貢獻。過去，港人對
國家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已經作出了重
要的貢獻，眼前，二○二○年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正在呼喚港人繼續
為國家發揮積極作用。

港人對全國建成小康社會一定能夠
作貢獻，而且應該可以作出比改革開放
初期更顯著的貢獻，因為香港與國際市
場接軌和國際金融中心運作多年的經驗
，以及法治、人才、專業等方面的優勢
，都是建成小康所必須。在 「一國兩制
」 下，港人只要能夠集中精力、發展經
濟，更好融入到國家 「十二五規劃」 和
「珠三角改革發展規劃」 中去，並且停

止爭拗、構建和諧，支持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就一定能夠在加強自身競爭力的
同時為國家、為小康作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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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清華王光亞當選中委彭清華王光亞當選中委
李剛：中央對港澳政策不變
中國共產黨14日產生第十八屆中央委

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本港民眾關
注的涉港官員中，55歲的中聯辦主任彭清
華續任中央委員，57歲的中聯辦副主任李
剛續任中紀委委員。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
光亞由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晉升為中央委
員，現年49歲的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當
選中央候補委員。李剛指出，中央對港澳
的政策方針是一貫的，不會受人事變動影
響。
【本報記者李理、張靖唯北京十四日電】

決議文件強調一國原則
在大會14日通過的關於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中強調，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必須把堅持一國
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
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

彭清華在十八大期間接受採訪時指出，香港的發展與國家的發展息息相關，十
八大充分肯定了香港與內地互利共贏的成功實踐，香港在繼續為國家的改革開放和
現代化建設作出貢獻的同時，也將從國家發展中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和更強勁的發
展動力。

彭清華：港發展空間更廣闊
彭清華說，歷史表明，在國家發展大局中，香港不是旁觀者，而是積極的參與

者，國家發展需要香港，香港發展更離不開祖國。他指出，香港最大的發展機遇就
在於，國家將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這將為 「一國兩
制」下的香港帶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李剛：視港為第二故鄉
李剛告訴記者，他獲選為新一屆中紀委委員。至於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的組成，

他指結構與上屆類似，有各方面的代表，不過相信平均年齡更年輕。
被問及十八大後會否調離中聯辦，李剛回應稱，中聯辦有任何人事變動，社會

都會知悉，他本人至今未接到任何消息。他說，非常熱愛香港，視為第二故鄉。
李剛說，不清楚習近平是否會繼續分管港澳事務。 「不管人事怎麼變，中央對

港澳的政策方針都是一貫的、不變的。」
李剛說，十八大特別提出 「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等有機結合

起來。他認為，要全面、正確理解 「一國兩制」方針， 「一國」和 「兩制」不能分
開看，這也是今後香港工作的方向。

郭莉：港明天一定會更好
至於有內地媒體批評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做的港人身份認同調查不甚嚴謹，促

請學者遠離政治，李剛回應說，自己沒有看過相關報道。他強調說，香港回歸後，
港人對中國人身份認同愈來愈高， 「港獨」只是少部分，而中大做調查多年，什麼
應做或不做，應由中大決定。

中聯辦副主任郭莉告訴大公報記者， 「新一屆中央對香港非常重視也非常關心
，香港的明天一定會更好。」

冀國家加強法治建設
■本身是商人

的葉先生在內地有
自己的辦公室，經
常往返內地。他表
示，內地無論是經
濟抑或政治上，都
在逐漸開放，不斷
進步中。他希望內
地政府在中央新領
導人的帶領下，能

加強法治建設，整治貪污腐敗，實行公開
和透明的選舉制度。不過，他憂慮國家太
大，中央領導人即使決心改革及推出好的
措施，也難以監管地方執行情況。

盼內地貧富差距收窄
■從事行政工

作的林先生表示，
留意到中央在黨章
加入生態文明建設
，顯示內地有意加
強發展生態經濟，
改善環境污染。他
希望新一屆中央班
子，能夠處理好黨

內的貪污問題，收窄社會的貧富差距，並
進一步開放國內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
至於內地與香港的關係，林先生認為，有
中央支持是好事，希望中央繼續支持香港
各方面的發展。

籲港人團結改善民生
■家庭主婦朱

太表示，香港現時
貧富差距大，社會
有怨氣，並非由於
中央對香港支援不
夠，而是香港內部
本身不團結所致。
朱太指出，社會有
人與政府對着幹，
例如有立法會議員
為反對而反對，

「拉布」不斷，導致長者生活津貼撥款也
不能通過。她希望社會更團結，逐步改善
民生，令內地與香港經濟密切合作的益處
更多地惠及小市民。

關注青少年教育問題
■經營餐飲業的何小姐說，作為年輕

人，自己十分關心國家青少年的教育問題
，她希望新的中央班子在資助貧困學生、
改善城市外來人口生活現狀、促進就業等
方面有所作為，並推出有效措施縮窄貧富
差距。在香港事務上，她認為中央在適度

關心的同時，不要有過多干涉，並繼續保
護媒體的言論自由。

相信新領導政治開明
■從事學術研

究的區先生表示，
作為香港人，理應
關心十八大等國家
大事，並對中國共
產黨要有成熟的看
法，千萬不要偏激
，因為任何國家的
執政黨也不可能將
所有事情做到十全
十美。他亦相信中

央新一代領導人能做到政治開明。區先生
認為 「一國兩制」在實行當中出現一些
摩擦是正常的，兩地政府應努力思考如何
解決。

喜見港經濟愈見繁榮
■回歸前移民加拿大的梁伯表示，這

次回港探親，感受到香港發生很大變化，
經濟比以往繁榮，而且港人依然享有新聞
自由和言論自由，顯示 「一國兩制」落實
得不錯。他指出，中央之前在經濟上幫了
香港很大的忙，但香港有很大的貧富差距
，普通市民沒有享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實
際好處。他希望香港人團結，議會少點無
謂的爭拗。

港人有話說港人有話說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中
共十八大昨日閉幕，多名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都認為，相信
未來中央對香港的政策會延續，而在
「一國兩制」下，中央亦會一如既往

大力支持香港。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立法

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表示，期望十八
大之後，中央新的領導層用新的、更
開放的思維，去解決國家發展中的問
題，除經濟建設之外，亦要處理好法
制建設和廉潔問題。葉國謙又指，新
當選中央候補委員的國務院港澳辦副
主任張曉明是一個人才，並且熟識香
港事務，他當選中央候補委員體現中
央重視香港。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立法
會議員黃國健認為，十八大報告體現
中央對香港事務貫徹一直以來的重視
。對於張曉明新當選中央候補委員，
黃國健亦認為，張曉明對香港認識程
度很深，有助兩地交流。黃國健亦希
望新一屆中共領導層多了解香港情況
，在內地發展經濟的同時，帶動香港
經濟新一輪起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金融界立法

會議員吳亮星表示，中共十八大雖然
會有重要的人事更替，但由於過往的
人事更替都十分平穩，且國家的整體
發展策略以及國家對香港的政策措施
，都是具有延續性的，故對香港不會
有很大的動搖或影響。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體育演藝文
化及出版界立法會議員馬逢國則表示
，在新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中
，有更多分管港澳事務的官員，對香
港總體來講是好事，他希望未來中央
在制訂同香港有關的政策時，能夠更
符合香港實際情況。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商界立法會
議員廖長江提到，十八大報告中強調
必須把堅持 「一國」原則與尊重 「兩
制」差異結合起來，而 「一國兩制」
作為一個抽象概念，其內涵體現在基
本法中，因此，不可以單看 「一國兩
制」，不看基本法。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工商專業聯
盟副主席林健鋒指出，中國共產黨通
過十八大實現了平穩過渡和交接，預
計中央對港澳政策未來亦不會有太大
改變。他相信，在 「一國兩制」下
，中央會一如既往大力支持香港。

港區代表委員料中央
將一如既往大力挺港

▲中聯辦主任彭清華續任中央委員
資料圖片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當選
中央候補委員 資料圖片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晉升為
中央委員 本報記者姚勇攝

▲續任中紀委委員的中聯辦副主任
李剛 本報記者張靖唯攝

▲中聯辦副主任郭莉（右）相信香港明天一定會
更好。旁為中聯辦副主任黃蘭發

本報記者李理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