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政府將全面準確、
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
全力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全力支持香港、澳門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全力支持香港、澳
門提高國際競爭力。有祖國作堅強
後盾、有 「一國兩制」 的制度保
障，香港、澳門的地位和作用只會
加強，不會削弱。香港、澳門的明
天一定會更加美好！

13日10時30分，十四屆全
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後，國務
院總理李強在人民大會堂三樓
金色大廳出席記者會並回答中
外記者提問。在回應有關香港
問題時，李強指出，中央政府
將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全力支持
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全力支持香港、澳門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全力支持香
港、澳門提高國際競爭力。有
祖國作堅強後盾、有 「一國兩
制」 的制度保障，香港、澳門
的地位和作用只會加強，不會
削弱。香港、澳門的明天一定
會更加美好！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北京報道

◀3月13日，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
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記者會，國務院總
理李強出席並回答中外記者提問。國務
院副總理丁薛祥、何立峰、張國清、劉
國中參加。 中新社

總理強音

香港、澳門的明天一
定會更加美好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

近年來，香港實現了由亂到治的根本性轉
折。香港穩定下來後，發展問題也更顯著地提上
日程。隨着世界政經局勢和環境的深刻變化，有
觀點認為現在香港澳門的競爭力弱化了。因此，
有關港澳未來發展前景的話題越發受到關注。

香港三大中心地位得到鞏固提高
針對中央政府下一步將採取哪些措施支持

港澳發揮自身優勢特點以實現更好發展的問
題，李強回應說，中央政府始終高度重視發揮香
港、澳門的優勢和特點。回歸以來，在國家的支

持下，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地位
得到了鞏固和提高，澳門作為旅遊休閒中心享譽
世界。

李強還指出，近年來，受各種因素影響，香
港、澳門經濟發展遇到一些困難，但這是暫時的
困難、發展中的困難。中央政府將全面準確、堅
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全力支持香港、
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全力支持香港、澳門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全力支持香港、澳門提高國
際競爭力。有祖國作堅強後盾、有 「一國兩制」
的制度保障，香港、澳門的地位和作用只會加
強，不會削弱。香港、澳門的明天一定會更加美
好！

港區委員：倍感暖心充滿信心
針對李強總理在記者會上的表態，港區全國

政協委員、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會長、銀迅
集團董事長莊紫祥13日對大公報說，李強總理提
到對香港的 「三個全力支持」 ，以及 「香港明天
一定會更加美好」 ，聽到這些，廣大香港同胞對
中央政府的支持 「倍感暖心」 ，對香港的未來發
展 「充滿信心」 ，今後香港同胞也將與內地民眾
匯聚成 「萬眾一心」 ，共同為實現 「中國式現代
化」 而不斷奮鬥。

李強：港澳地位只會加強 不會削弱
有祖國作堅強後盾 有一國兩制制度保障

責任編輯：嚴允通 美術編輯：徐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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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任何時候都必須始終牢記
人民政府前面的 「人民 」 這兩個
字，扎扎實實辦好每一件民生實
事。客觀地講，絕大部分老百姓不
會天天盯着看GDP增長了多少，大
家更在乎的是住房、就業、收入、
教育、就醫、生態環境等身邊具體
事。政府工作就是要貼近老百姓的
實際感受去謀劃、推進，真正做到
民有所盼、政有所為。

萬眾矚目之下，新總理
李強首次亮相中外記者發布會，

就帶給公眾滿滿的驚喜。整場答問會上，這位世
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新任政府當家人，全程脫稿，
侃侃而談，思維清晰，立場鮮明，顯見熟稔經
濟、成竹在胸之自信淡定。對於外界關注的中國
發展路向問題，他矢言中國 「必須吃改革飯、走
開放路」 ， 「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
大」 ，盡展其堅毅果敢、勇於擔當的一面。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李強總理在闡述觀
點剖析問題時，既充分展現出高瞻遠矚的戰略洞
察力，又處處體現了扎根基層的親民作風。妙語
連珠之間，滲透着唯物辯證的鮮活思想魅力。

擺成績時，他指出中國的經濟總量穩居世界
第二，但分攤到14億人口基數上，人均水平就比
較有限；談挑戰時，他承認中國面臨的困難不
少，但又表示，我們什麼時候沒有困難？中國人
從來沒有被任何困難壓倒過。

被問及「人口負增長」話題，他說，人口紅利
既要看人口數量，也要看人口質量，既要看人口
數，也要看人才數。 「我們的人口紅利並沒有消
失，人才紅利正在形成，發展動力依然強勁」 。

談到大學生就業，他說，每年一千多萬的畢
業生，對就業確實是很大壓力，但對發展來說卻
是好事， 「這麼多年輕人走上就業崗位，一定會
為社會注入朝氣和新的活力」 。

至於新一屆政府自身建設問題，他提出要大
興調查研究之風，因為 「坐在辦公室碰到的都是
問題，下去調研看到的全是辦法」 ，應該 「向群
眾學習，拜群眾為師」 。而政府履職時， 「不能
只踩剎車不踩油門，不能只設路障不設路標。要
更多做應不應該做的價值判斷，不能簡單做能不
能做的技術判斷」 。

既熟悉國情又把握世情，既立足當前又放眼
長遠。不以孤立和靜止的形而上學觀點來看待問
題，而是以聯繫和發展的眼光來洞察規律。敢於

承認矛盾、善於分析矛盾，又能抓住關鍵要素，
找準重點領域，大刀闊斧地去解決問題。這樣的
答問會聽下來，讓人着實覺得酣暢淋漓、鞭辟入
裏。

當前，世界經濟持續低迷，經濟全球化遭
遇逆流，而中國又處在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攻
關期，要開好 「頂風船」 ，走好 「上坡路」 ，
必然要面對各種巨大壓力和嚴峻考驗。只有不
斷增強戰略思維、辯證思維和創新思維能力，
提高駕馭複雜局面、處理複雜問題的本領，才
能有力應對重大挑戰、抵禦重大風險、克服重
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戰勝前進道路上的攔
路虎和絆腳石。

相信在李強總理的有力統領下，新一屆中央
政府必將勇毅前行，不辱使命，帶領全國人民將
二十大擘畫的宏偉藍圖細化為 「施工圖」 、高質
量轉化為 「實景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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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3日舉行的總理記者會
上，新任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回應

有關兩岸關係問題時表示，當前，早日實現兩岸
同胞正常往來，恢復各領域常態合作，是大家的
共同期望，需要共同努力。

一直以來，祖國大陸始終關愛、尊重、造福
台灣同胞。隨着大陸疫情防控措施的調整和優
化，兩岸民眾都希望能夠盡快全面恢復兩岸的正
常交流和往來。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就有眾多
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表示：今年開年以來，兩岸

在民間交流方面回暖，但還遠遠不夠，應拓展交
流，增進兩岸同胞之間的共識。

對於祖國大陸在推動兩岸經濟文化合作交流
以及人員往來方面有何規劃的問題，李強回應
說，兩岸同胞是一家人，血濃於水，打斷骨頭連
着筋。我們將在一個中國原則和 「九二共識」 的
基礎上，繼續推動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要讓
更多台胞、台企來大陸，不僅願意來，而且能融
得進，有好的發展。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

跟着總理學辯證法

讓更多台胞台企來大陸，有好的發展
兩岸交流

特寫

▲3月13日，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人民
大會堂舉行記者會。 新華社

◀在13日舉行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記者會
上，記者向國務院總理李強提問。 中通社

總理談新一屆政府工作重點

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
發展思想

現在，我們的發展更多地只是
解決 「有沒有」 的問題，下一步需
要更加重視解決 「好不好 」 的問
題，特別是提高科技創新能力、建
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推動發展方式
綠色轉型等。總的來說，我們要完
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着力推動高
質量發展。

1

集中力量推動高質量發展2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
的關鍵一招，我們在推進中國式現
代化、在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
的歷史進程中，還是要 「吃改革
飯、走開放路」 。要堅持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高水平對
外開放，在深化改革開放中不斷增
強發展的動力和活力。

堅定不移深化改革開放3

資料來源：新華網

3月13日上午，國務
院總理李強首次作為 「主

角」 亮相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在四位
國務院副總理的陪同下，李強一口氣回
答了中外記者提出的10個問題。直面問
題不迴避，語言幽默接地氣，成為外界
對新總理首秀的最深印象。

如果說 「GDP增速」 是表徵政府
工作目標最簡單直接的數據的話，李強
總理首先就 「破掉」 了這一慣例。
「老百姓不會天天盯着看GDP增長了
多少」 李強總理用一句大白話回應了記
者的第一個問題，緊接着，李強以住
房、就業、收入、教育、就醫等為例，
強調 「政府工作要貼近老百姓的實際感
受去謀劃」 ，真正做到民有所盼、政有
所為。可以說，李強總理的 「大白話」
正是一句 「大實話」 ，更是讓中國老百
姓感到溫暖的 「貼心話」 。

當有記者問到網民關注的就業、延
退等問題時，李強笑着說， 「我非常願
意回答網民的關切，我自己也可以說是
一個老網民了，我現在如果有空，也會
上上網，看看大家關心什麼，提了哪些
建議和意見。」 很顯然，在李強總理這
裏，通過網絡及時掌握社情民意，也是
他 「問政於民」 的一種方式和渠道。

記者會上，李強還透露了自己 「兒
時所學」 ── 「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從小
聽得最多的故事就是大禹治水、愚公移
山、精衛填海、夸父逐日等等，都很勵
志。」 談及中國經濟復甦所面臨的壓力
與挑戰，李強用這些兒時所學的經典寓
言，表明了 「中國人不會被任何困難所
壓倒」 的決心和勇氣。

深入基層心入基層
因為早年曾當過溫州市委書記，後來任職的浙

江、江蘇、上海都是中國民營經濟非常發達的地
方，所以，李強對民營經濟有很深的了解。在談及
如何為民企打氣鼓勁的話題時，李強的語氣也更加
「帶感」 ── 「走遍千山萬水、說盡千言萬語、想
盡千方百計、吃盡千辛萬苦」 。一個 「四千精
神」 ，極其生動地說明了李強對民營企業家精神的
深刻理解，以及對民營經濟美好前景的充分信任。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一直是中國共產黨
的重要工作路線，也是對官員工作作風的重要要
求。記者會上，李強總理也一直強調 「多到一線
去」 「高手在民間」 「問需於民、問計於民」 「深
入基層、心入基層」 ，事實上，李強總理強調的就
是 「為政需要接地氣」 。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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