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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總理：：兩地合作空間很大兩地合作空間很大
國家主席習近平今日在十二屆全國人

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發表講話指出，香港
特別行政區同胞、澳門特別行政區同胞，
要以國家和香港、澳門整體利益為重，共
同維護和促進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會議閉幕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會見中外
傳媒並回答提問。被問到中央對港有哪些
新舉措時，兩年前曾為香港送來三十六項
惠港措施的李克強形容， 「大禮包」 要一
個一個打開，才能用好、用足，需要兩地
共同努力，兩地還有很大的合作空間。

【本報記者馮慧婷北京十七日電】

2011年8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克強訪港，
代表中央宣布三十六項惠港措施，期望在國家 「十二
五」規劃期間，為香港帶來新的發展機遇。三十六項
措施涉及經貿、金融、民生、旅遊、運輸及其他領域
共六大方面，既有宏觀經濟謀略，亦涉及百姓生活點
滴，外界普遍將三十六項措施形容為中央給香港的 「
大禮包」。

讚港包容開放充滿活力
李克強昨日回應記者提問時表示， 「大禮包」這

個比喻很形象，他前年到香港訪問，宣布中央政府支
持香港繁榮、推動兩地深化合作的一系列措施，但這
個 「大禮包」的乾貨，需要一個一個地打開，才能用
好、用足，還需要兩地共同努力落實。李克強認為，
有關措施現時已取得了一些效果，中央政府會盡力去
推進。

談起上次訪港的感受，李克強說，深感 「一國兩
制」下的香港充滿活力，又讚揚香港同胞勤勞、智慧
，香港社會充滿活力，相信內地與香港的合作空間還
很大。李克強強調中央政府一以貫之支持港澳發展，
他說： 「凡是有利於港澳同胞福祉增加、內地與港澳
合作深化、維護港澳長期繁榮的事，中央政府都會盡
心盡力地去做。」

記者會結束，李克強離開會場，多名香港傳媒問
是否會再來香港訪問。李克強稱一定有機會，並希望
盡快可以訪港。至於有記者追問他如何評價行政長官
梁振英，李克強回應說， 「香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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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領築中國夢 港人應作夢中人
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已於

昨天在北京圓滿閉幕，習近平以國家主席身份在
閉幕禮上發表重要講話，總理李克強隨後舉行招
待會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至此，一個令人充滿
期待的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正式拉開
帷幕，未來五年、十年的中國必將會在 「習李新
政」 下更加昂首闊步、奮勇前進，全體港人應該
為這樣一個新時期的到來而增加信心、加強團結
、擁護中央、支持政府，進一步建設好國家、建
設好香港。

北京兩會以及之前的 「十八大」 ，令舉世刮
目相看。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國家，能夠如此祥和
穩定、水不揚波的順利完成黨、政、軍大權的交
班接棒，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大會閉幕禮致詞
中高度讚揚前任的工作和貢獻，向胡錦濤致以衷
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胡、溫一代帶對人
民事業已鞠躬盡瘁的謙卑之心安然退下，習、
李新一代領導集體則滿載全國人民的期望，
以兢兢業業和誓要為國為民幹一番事業的雄心
壯志踏上新的征程，而如此重大的轉變絕不僅僅
是發生在人民大會堂及高層權力之中。全國人民
也以主人翁的心情密切關心和參與所發生的一切

，而取態都是正面和積極的，大家都在期望、確
信新一代的國家領導人能夠更有決心、更有能力
，解決妨礙中國社會進步的特權、貪腐問題，建
設一個更公平、更合理、更符合人民利益的國家
。

而更值得人們關注和感動的是，所有這些人
民的要求、人民的心聲、人民的期望，正正就是
新當選的習、李領導集體的共同決心和承諾，昨
日習近平主席在閉幕禮上的致詞、李克強總理在
記者會上的答問，已經對這些時代呼聲、人民心
聲作出了最堅定和切實的回答。

在閉幕禮致詞中，習近平再一次談到了中國
夢。這個夢，不是空中樓閣、更不是水中撈月，
而是一個切切實實的目標和可以實現的願景，而
且有前提、有準則、有道路和方法。

習近平指出：中國夢是什麼？中國夢歸根結
底就是強國的夢、人民的夢、幸福的夢。而要實
現這一個中國夢，一是必須要走中國的路，就是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是改革開放三十年
、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近代中國奮鬥一百七十
多年以至五千年中華民族悠久文明總結和走出來
的路，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現實基礎；二是實

現中國夢必須要弘揚中國精神，就是以愛國主義
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
神；三是實現中國夢必須要凝聚中國力量，就是
十三億人民緊密團結、萬眾一心、建設國家的力
量。只要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匯集中
國力量，中國夢必達、中國夢必圓。

習近平在講話中準確刻畫了今天中國人民上
下一心對中國夢的渴盼與追求，顯示了作為國家
黨、政、軍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決不僅僅是一個
最高權力決策者，而是具有非凡勇氣和卓越追求
的政治家、領路人，他十分清楚明白中國現實社
會中存在的各種問題，但他更確信中國必須要有
夢，有夢才能有追求、有精神、有力量，才能帶
領全國人民一起朝向一個共同的目標奮勇前進。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時代，需要有具感召
力的政治領軍人物，特別是當前中國，更需要一
位能夠給予人們信心和力量的領路人，習近平做
到了。

同樣，昨日首次出現在八百中外記者面前的
李克強總理，展現的同樣是非凡的智慧、勇氣和
承擔，而且還生動展現了一種年輕、幹練、正直
的氣質，令人留下深刻印象。比如談到改革問題

時，李克強說， 「改革觸動的利益往往比觸動靈
魂還難」 ，這句話就使人感慨不已、也感到十分
「幽默」 ，過去不是人人都說 「觸動靈魂」 是最

難的嗎？原來如今還有比這更難的事，就是進一
步深入改革將會觸動到一些人的利益；但儘管比
「觸動靈魂」 更難，李克強還是表示堅決要去 「

觸」 一下， 「再深的水也得淌，因為這關乎到國
家民族的命運前途，別無選擇。」

同樣，記者會上還有很多相當尖銳、迫切的
提問，李克強都以這種實實在在而又 「舉重若輕
」 的生動比喻回答了，令人看到未來政府繼續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和促進社會公平公正的巨大勇
氣和決心，而李克強強調個人的 「行大道、民為
本、利天下」 ，以及 「當官就不要想發財」 以及
「三減不增」 等說話，都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回歸以來，港人社會對國家的認識不斷增加
，認同感也日益提高；兩會的召開，包括習近平
主席昨天在閉幕禮上的講話以及李克強總理記者
會上的答問，各界人士、市民包括學生都應該認
真一讀，了解國家新一代領導人的水平、風格和
決心，了解自己國家未來的發展前景，對增強愛
國愛港之心一定大有裨益。

社 評

互惠互利配合國家發展

【本報記者石璐杉、馮慧婷北京17日電】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在今日記者會上提到中央挺港政策的
「大禮包」中的 「乾貨」要一個一個打開，才能用

好用足，還需要兩地的共同努力。有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認為，李克強所講 「大禮包」裡是 「乾貨」，
足證中央政府給予香港的政策 「沒有水分」，是實
實在在的措施。亦有多位港區人大代表認為，中央
挺港政策的細節落實仍需逐步推進，解決兩地合作
中 「大門已開，小門未開」的問題。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指出，僅就粵港合作而
言，廣東有三個特區：前海、橫琴和南沙，目的都
是讓香港企業和服務業投資，充分證明兩地合作有
很大的發展空間。

她又指，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7
日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時已講到，香港與
內地的交流與合作是主體。范徐麗泰說，雖然
交流與合作過程中有些事情發生，如限帶奶粉、
「雙非」子女等問題，但不會影響主體的發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玉山認為，李克強所
講 「大禮包」裡的 「乾貨」，足證中央政府給
予香港的政策 「沒有水分」，是實實在在的措
施，是對香港經濟、民生等多方面的有效措施
，但現時部分措施未能得到全面落實，可能是
香港與內地有關部分未有商討好，亦可能是香
港政府未有作出積極的回應，希望特區政府可
更積極、主動落實相關措施。

【本報記者石璐杉、馮慧
婷北京十七日電】國家主席習
近平在今日舉行的十二屆全國
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發表演
講，內容緊緊圍繞 「中國夢」
，他說， 「中國夢」歸根到底
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
民來實現，必須不斷為人民造
福。多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聽完
習近平主席的演講，都感到非常
振奮，相信新一代國家領導人能
為國家帶來新政策、新思維、新
機遇，帶領全國人民去逐步實踐
「中國夢」。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長譚惠珠表
示，習近平的主要施政方針在十八大
之後已經確立，今日他的演講主要圍
繞如何凝聚全國人民，去實現民族復興的
「中國夢」，很有激情，也讓人倍感振奮。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副團長盧瑞安表
示，習近平的講話清楚指出了 「中國夢」
的具體內容和實現途徑，給人民以希望。
他認為， 「中國夢」的實現任重道遠，需
要大家長時間的努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玉山表示，中國
過去百多年都較落後，現在隨改革開放
的深化和綜合國力的提高，有機會迎頭趕
上，是很令人振奮的。他認為，在 「中國
夢」的實現過程中，香港是很重要的組成
部分，相信國家發展得好，香港的機遇也
隨之而來。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張鐵夫說，習近平
對 「中國夢」的詮釋令人感到鼓舞。他表
示，中國人需要一個精神支柱， 「中國夢
」的提出，是新一代的國家領導人反思過

去一段時間中國的發展經歷，而總結出來的新方向
，相信能為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庭聰表示，他對習近平主
席的講話感到非常振奮，希望新一屆國家領導人可
以用新思維、新政策將國家管理得更完善，也希望
他們帶領13億中國人民真正實現 「中國夢」。他又指
，香港人也應該積極參與到 「中國夢」的實踐中，
為國家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本報訊】記者陳錦輝、張綺婷報道：對於李
克強總理再提到挺港的36項措施，全國政協外事委
員會副主任盧文端表示，香港仍未用好部分優惠政
策，相信中央希望香港好好利用。盧文端指每逢香
港有困難時，都得到國家的支持，反映香港獲國家
高度重視，香港人需要感恩。他表示，香港政府需
要多與內地溝通，盡快落實有關挺港措施，而他亦
希望香港市民能團結一致，不要因為政治化而影響
社會發展。

盧文端盼港人團結一致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副主任蔡冠深表示，香港

一直努力用好中央給予的36項優惠政策，相信李克
強重提後，可加強大家的認知，讓工作更加深化。
對於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到實現中國夢的說法，蔡冠
深認為，習近平是點出了今後治國的大方向。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譚錦球認同
習近平重申 「中國夢」，認為國家在新一屆政府的
領導下，相信會有更好的前景，亦會更接近民族復
興的道路。他又認為，兩地發展仍有很大的合作空
間，特別是人民幣業務和前海發展，香港需要想辦
法配合內地的高速發展，並相信以香港國際金融中
心的地位，可助國家銜接國際軌道。

全國政協委員施榮懷認為，李克強帶給香港的
36項挺港措施，對香港的現代服務業有很大的幫助
，而現時內地仍依靠香港的先進現代服務業和金融
業服務，因此香港需要抓緊機會，讓兩地可相輔相
成地發展。他又指出，新一屆領導人能對準焦點，
包括貪污腐敗、貧富懸殊等問題，都公開作討論，
顯示領導人有心解決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林健鋒表示，要實現 「中國夢」
，一定要有好的經濟及社會發展，這樣才能實踐中

國人的希望。他形容，習近平的講話語重心長，認
為國家近年的發展有目共睹，在國家現代化的過程
中，大家對於經濟及社會改革會有不同意見及聲音
，呼籲各方一定要互相包容，理性溝通。而香港作
為國家的一部分，要配合國家發展，多認識國家的
發展歷程。

至於李克強表示會維護港澳長期繁榮，林健鋒
說雖然國家會支持本港，但香港不能事事依賴國家
，與內地加強合作， 「要做到互惠互利，國家好、
香港更好」，配合國家的發展路向及方針。

全國政協委員林大輝認為，習近平及李克強的
講話意思清晰，就是中國要壯大發展，除了經濟方
面，亦要保持國土完整，以及中華民族團結一致。
他認為，以上都是 「中國夢」的一部分，國家希望
可以文明、和諧的方式發展，他個人亦十分支持。

林大輝：不能事事依賴國家
林大輝認為，內地及香港的經濟與民生方面融

合是大勢所趨，大家要互相配合發展，不能再依靠
中央 「送大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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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代冀全面落實優惠政策

▲在李克強總理的中外記者會上，來自香港的記者爭先提問 路透社

◀李克強：香港同胞勤勞、智慧
，香港社會充滿活力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