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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大政協

葉順興副會長：兩會有感
全國政協委員、新界社團聯會副會長 葉順興

雖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今年全國兩會會期較以往
短，但整體亮點卻有很多。首先，國家總理李克強在政府
工作報告中，回顧了2020年的工作成果，指過去一年，在
新中國歷史上極不平凡。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
中央政府針對疫情形勢變化，及時調整防控策略，健全常
態化防控機制，有效處置局部地區聚集性疫情，最大限度
保護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為恢復生產生活秩序創
造必要條件。

此外，今年也是 「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 「十四
五」規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第一
個五年。回顧過去 「十三五」的成就，中國國內生產總值
從不到70萬億元增加到超過100萬億元；脫貧攻堅成果舉世
矚目，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完成了消除絕對貧
困的艱鉅任務；教育公平和質量較大提升；醫療衛生事業
加快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繁榮發展；國防和軍隊建
設水平大幅提升等。可以說是，經過五年持續奮鬥， 「十
三五」規劃主要目標任務勝利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向
前邁出了新的一大步。

國務院今年編制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
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當中繼續設有港澳專
章，提及 「粵港澳」一詞共出現了14次， 當中涉及支持
香港的內容有500多字，相信為香港帶來無限機遇。

《綱要》中分別提到為 「積極穩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及 「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形成國際科技創新中
心」，建設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未來 「粵港澳大
灣區」將可成為香港青年發展一大市場。

最後，今年兩會最引起港人關注的話題，當然是《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
定》。中央透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將確保落實 「愛國者
治港」根本原則，有力保障香港 「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
遠。

事實上，反對派及 「港獨」分子近年利用現行選舉制
度的漏洞進入特區管治架構，妄圖拖垮特區政府施政，令
香港陷入泛政治化的內耗無底深潭，這些亂港惡行是廣大
香港市民有目共睹的。

因此，這次全國人大運用憲制性權力完善香港特區選
舉制度，目的是要從根源入手，確保選舉能乎合香港實際
利益，讓真正的愛國者參與管治香港，結束香港長期以來
的政治爭拗和亂象。本人亦期望，這次決定能讓香港能夠

重新出發，讓香港各社會各階層
均能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並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令香港社會重拾和諧、人人安居
樂業。

與境外勢力總糾纏於意識形態的無謂爭議不同，中
央領導人最關注的始終是民生實事，是市民最貼身的福
祉。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於 「兩會」期間
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時，特別提出香港的住房問題。
韓正副總理表示，香港住房問題雖然複雜，但 「總要有
解決開始的時候」，並批評過往立法會 「拉布」令住
房問題無法解決，甚至日益嚴重。這句話透露出，中央
完善選舉制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除了要保障國家
主權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也要消除香港不必要的內
耗，為解決深層次矛盾提供有利環境。

長期以來，反對派都以各種政治理由阻撓特區政府
提出的住房、民生、基建等政策。上屆政府提出 「新界
東北發展計劃」被反對派抹黑成 「邊境溶解」，本屆政
府推動的 「明日大嶼」被反對派抹黑成 「倒錢落海」。
基建方面，高鐵西九龍站 「一地兩檢」被反對派污衊為
「割地兩檢」，就連十幾年前興建西鐵都能被批評為
「大白象工程」。這些指控成立嗎？事實證明， 「一地

兩檢」大幅便利了兩地人員往來，西鐵線載客量更是早
已飽和，成為新界西居民前往港九的主要交通工具，市
民都親身受惠。可見反對派不顧民生、為反而反，令深
層次矛盾無法解決，甚至越發嚴重，是鐵一般的事實。

此次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將建立 「全流程資格審查
機制」，那些勾結境外勢力、支持黑暴份子的 「攬炒
派」將被徹底踢出政治架構。完善選舉委員會的組成，
並由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一部分立法會議員，將進一步
落實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理順行政立法
關係。議員均由愛國者擔任，目標都是 「搞好香港」，
而非 「攬炒香港」，立法會才能恢復為討論政策、監督
政府的正常議會。政治架構內部不必要的摩擦將大大減
少，特區政府施政 「事倍功半」將成為歷史，為解決土
地房屋等香港深層次矛盾提供政制層面的保障。

青年團體 「青研香港」在月初發佈的調查結果
顯示，大多數市民也認同 「愛國者治港」的原則，

並認同香港有需要改革選舉制度以落實 「愛國者治
港」。而近期由多個愛國愛港團體發起的支持 「愛國者
治港」聯署簽名街站，都見到市民積極參與的場面。不
少街坊表示，《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確實出現了
由亂轉治的重大改變，甚至有街坊認為 「中央出手，香
港有救」。在此背景下，市民自然會更期待由中央出
手，盡快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平息香港的政治爭議，
從而重啟經濟，改善民生，解決困擾香港多年的深層次
矛盾問題。

中央出手助港 解決深層次矛盾
全國政協委員 新界社團聯會會長 立法會議員 梁志祥

專 訪
梁志祥：

出心出力助香港發展

兩 會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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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兩會期間，央視新聞發布了陳勇 「將
抗戰歷史加入香港本地教材」 的建議，旋即成
為網絡熱議話題。此網文的閱讀量逾1.2億人
次，讚好和留言支持逾8千人。陳勇回應這建議
觸碰到國人內心深處的心弦，經過幾千年的傳
承，中華民族的每一員，血脈深處都有一顆熾
熱的中國心，所以才能受到關注。陳勇表示，
這段港人英勇抗擊日軍可歌可泣的歷史，在香
港大中小學教科書中幾乎都沒有提到，這成為
近年來新社聯每年兩會都會呼籲的一件事情，
希望能切實做好香港的歷史教育、國民教育和
民族教育。

陳亨利名譽會長、梁志祥會長、陳勇
理事長和葉順興副會長主要圍繞政府工作
報告內容、 「十四‧五規劃」、完善香港
特區選舉制度等議題進行兩會分享。

陳亨利名譽會長認為愛國者治港能令
香港發展行穩致遠，安居樂業；讚賞國家
在疫情下致力令經濟保持正增長。他相信
「十四‧五規劃」能帶領國家向前進步，

而2035年遠景目標將成為中國和亞洲的世

紀。
梁志祥會長介紹了國家在穩就業、降

稅減賦為民紓困、確保14億人口的糧食保
障等範疇；並全力支持完善香港特區選舉
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

葉順興副會長分享了國家在疫情防控
是以人民和生命至上、脫貧攻堅成功、完
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2035年遠景目標等4
大亮點內容，認為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和發展利益，並能支持香港的發展和競爭
優勢，呼籲青年人要好好裝備自己，把握
國家的發展前景。

陳勇理事長指出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
度，打出的法律 「組合拳」是能確保愛國
者治港，幫助香港排除和防備政治病毒；
並呼籲青年人要研究 「十四‧五規劃」內
容，感激香港各界踴躍支持人大決定。

「將香港抗戰史寫入本地教材」
建議逾億人閱覽上熱搜

兩會亮點多 新社聯舉辦「兩會」分享會

清明節，陳勇理事長聯同原東江縱隊港九獨
立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林珍會長和義工到烏蛟
騰抗日英烈紀念碑敬獻花圈，向抗戰英雄鞠躬致
哀。陳勇說： 「前事不忘，後
事之師」，認為香港人應銘記
以往民族苦難，才有機會守護
和平，守護民族發展。

追思先烈 弘揚抗戰精神



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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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查看
中國共產黨
的故事

波瀾壯闊
百年征程 在慶祝我們黨百年華誕

的重大時刻，在 「兩個一百
年」 奮鬥目標歷史交匯的關
鍵節點，在全黨集中開展黨
史學習教育，正當其中，十
分必要。

我們黨的一百年，是矢
志踐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
是篳路藍縷奠基立業的一百

年，是創造輝煌開辟未
來的一百年。

歷史充分證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
就是江山，人心向背關係黨的生死存亡。
贏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黨就能夠
克服任何困難，就能夠無往而不勝。

要教育引導全黨深刻認識黨的性質宗
旨，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對
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鬥目標，捱動改革
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推動
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把
14億中國人民凝聚成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磅礡力量。

要更好應對前進道路上各種可以預見
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必須從歷

史中獲得啟迪，從歷史經驗
中提煉出克敵制勝的法

寶。

黨的百年歷史，也是我們
黨不斷保持黨的先進和純潔
性，不斷防範被瓦解，被腐化
的危險的歷史。

要教育引導全黨通過總結
歷史經驗教訓，著眼於解決黨
的建設的現實問題，不斷提高
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
強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

黨員、平部不管處在哪個
層次和崗，都要全身心投入，
做到學有所思，學有所悟，學
有所得。

要把學習黨史同總結經
驗、觀照現實，推動工作結合
起來，同解決實際問題結合起
來，開展好 「我為群眾辦實
事」 實踐活動，把學習動力和
成效，防止學習和工作 「兩張
皮」 。

2021年2月20日於
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節錄）習近平

4 抗疫防疫

王觀強先生

贈送電腦給有需要家庭
贈送電腦給有需要家庭

燕

然
基金會

中宣部發佈了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慶祝活動標識。活動標識由黨徽、數位
“100”、“1921”、“2021”和光芒線組
成，其中數位“100”構成標識基本造型。
56根光芒線將數字100連接成一個有機整
體，展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
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
寓意奮進之光照耀中華大地、照亮未來之

路。 黨徽寓意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
導 下 同 心 同 德 、 砥 礪 前 行 ； 嵌 入 數 字
“1921”代表100年前中國共產黨的創始。
“2021”代表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
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開啟第二個百年
奮鬥目標。兩個數字0中的金色圓形寓意黨
和國家事業猶如滾滾歷史車輪，勢不可擋，
勇往直前。

建黨百年小知識

開心過新年
全 港 連 線



掃瞄進入新社聯YOUTUBE頻道

掃瞄進入
碧碧

channel

掃瞄查看

掃瞄進入
點新聞
社區
點論壇

今期Channel好推介

港區全國大人代表陳勇
理事長和沙田區撲滅罪行委
員會主席李世榮於二月二日
向新界南總區機動部隊、沙
田警區重案組、反三合會行
動組及沙田分區特遣隊人員
頒贈錦旗，以表揚人員在維
持治安的付出，並感謝他們
致力與社區人士溝通以打擊
罪案。

沙 田 警 區 人 員
獲社區人士表揚

5 聯會資訊

為社會

發發聲聲 徐英偉局長向新社聯代表講解和聽取完善選舉制度的意見徐英偉局長向新社聯代表講解和聽取完善選舉制度的意見



新界大埔廣福道152-172號大埔商業中心9字樓A室 26530188 26507528 info.ntascs@gmail.com ntascs.hk

6 社會服務

請支持請支持

20212021年年55月月2929日日
新界區賣旗日
新界區賣旗日

新界社團聯會社會服務基金

新界社團聯會社會服務基金

團體名稱

仁濟醫院

新界社團聯會社會服務基金

香港婦聯

荃灣葵青區婦女會

西貢將軍澳婦女會

新界青聯發展基金會

沙田婦女會

屯門婦聯

賣旗日分區

全港

新界區

新界區

新界區

新界區

新界區

新界區

新界區

賣旗日

2021年4月10日（星期六）

2021年5月29日（星期六）

2021年8月4日（星期六）

2021年8月18日（星期三）

2021年8月21日（星期六）

2021年9月18日（星期六）

2021年10月16日（星期六）

2021年12月11日（星期六）

新界社團聯會社會服務基金及友好團體新界社團聯會社會服務基金及友好團體
20212021--20222022年度新界區賣旗日預告年度新界區賣旗日預告

20212021年年11月月1616日新界區賣旗日順利完成日新界區賣旗日順利完成

感謝各方支持感謝各方支持
在疫情下，本會年度賣旗日活動非常幸運地得到

逾1000位義工踴躍參與，街頭賣旗籌得逾26萬元善
款，連同金旗估計總籌款額逾50萬元。賣旗是本會的
重要籌款項目及收入來源，有您們的支持，本會的社
會服務才能推展，惠及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特別鳴謝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義務點算善款及提供旗袋收集場地

LEE SHUI LING
通宏（創科）設施管理有限公司
陳建業
莊元苳（民建聯西貢將軍澳支部）
陳曉津
廖宇軒
羅立友
梁廣熔

程志紅
曾憲康
曾淑芳
劉麗萍
陳玉珍
陳玉梅
屯門婦聯
沙田婦女會

離島婦聯
長洲婦女會
新社聯各地區委員會及屬會

鳴謝下列人士及機構的支持與參與 （排名不分先後）

■新社聯副理事長兼總幹事李世榮邀
請街坊募捐支持。

■新社聯副理事長黃偉傑為賣旗出一
分力。

■新社聯多位理事與義工都身體力行支持賣旗日活動。

「地區節日愛心行動」 推行

多年，一直本著 「融愛點點，關

懷家家」 的服務精神，組織義工

走訪新界各處鄉郊、屋邨、甚至

避風塘，向長者、基層市民及弱

勢社群等送上祝福與關懷，今年

將繼續舉辦愛心共融活動，例如

以探訪漁民社群為主的 「休漁送

福滿愛心」 ，或以節日為主題的

「端午愛心粽獻給你」 等活動，

送上應節食品和日用品，將點點

心意傳遞到各社區。

榮譽會長

羅叔清

張學明

梁志祥

董事會主席

温悅球

副主席

葉順興

羅競成

執行董事

陳 勇

陳博智

陳 平

（BBS,JP,第九至十一屆人大代表）

（GBM,GBS,SBS,JP,第九至十二
屆全國政協委員）

（SBS,BBS,MH,JP,全國政協委員,
立法會議員）

（BBS,JP）

（BBS,MH,JP,全國政協委員）

（BBS,MH,JP）

（BBS,JP,全國人大代表,註冊社工）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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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葉錦洪
副主席

王聰穎
李家良
廖宇軒
徐君紹
陳浩庭
盧婉婷（區議員）
黃啟進
劉德榮
崔景恒

N.T.A .S YOUTH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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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社團聯會青年委員會

新 界 青 年 聯 會
FederationofNewTerritoriesYouth

新界青聯發展基金會
TheFederationofNewTerritoriesYouth FoundationLimited

26529123 26522269 info@fnty.org.hk www.fnty.org.hk 新界青年聯會
新界大埔廣福道152-172號大埔商業中心9字樓
新界青衣長安邨安海樓地下101-108A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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