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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黄茜恬） 第七届香
港特区立法会 90 名议员 1 月 3 日庄严宣誓就
职。对此，香港社会及舆论表达热切期待，希
望香港特色民主在“一国两制”下焕发更大活
力，新一届立法会议员能够树新风、展新貌、
开新局，聚焦深层次民生问题，推动香港更好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践行优质民主

《大公报》发表社评表示，香港已实现由乱
到治的历史转折，正处于良政善治的开篇布局
时期，新一届立法会实践优质民主、实质民
主，任重而道远。从这个意义上说，议员宣誓
就职是光荣的一刻，也是考验的开始。

香港 《文汇报》 发表社评表示，本届立法
会是完善选举制度后诞生的第一个立法机关，
承载着充满信心和期望的坚实民意，肩负着对
香港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实现良政善

治、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任。新议
员要展现新选举制度的优越性，唯有依法履
职，担当尽责，服务香港、贡献国家，以工作
实效践行初心，才能不负中央期许和广大香港
市民托付。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岛各界联合会常
务副理事长叶建明表示，90 名议员将在未来 4
年中参与香港的治理，民众对他们的“考试”
即将开始。香港将坚定不移走适合本地、有本
地特色的民主之路。

开良政善治新局

《大公报》的社评表示，香港基本法规定香
港特区是行政主导体制，立法会需要配合政府
施政。另一方面，立法会代表市民监督政府施
政，议员要严格把关，以高质量的工作，确保
政府的每一项施政顺畅高效，确保每一分公帑
都用得其所。议员不需要一团和气，不能做老

好人，而应该敢于批评、敢于监督、敢于“犯
颜直谏”。

《香港商报》发表时评指出，千里之行，始
于足下。宣誓只是议员们履行好职责的开端，
未来 4 年可谓任重道远。议员们除了必须当好

“一国两制”守护者，还要当好民意代表者。新任
议员来自不同背景和专业，有着不同经验，代表
选民利益，体现社会各阶层各界别广泛参与。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表示，新一届立法会议员须全面准确贯彻落实

“一国两制”方针，坚决维护宪法和香港基本法
确定的特区宪制秩序，充分发挥“一国两制”
优势，以更大担当、更大决心推动经济民生发
展，与特区政府一起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不
断提升广大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履行誓言服
务市民，开创香港由治及兴的新局面。

开创更加美好未来

香港 《文汇报》 社评指出，新任议员构成
多元、均衡、专业，五光十色，代表着各阶
层、各界别、各方面的利益诉求，代表着最大
最广泛的民意；尤其是三大板块中席位最多的
选委会界别，承载的民意不仅仅是一千四百多
名选举委员会委员的意愿，而是七百多万香港
市民的共同意愿。议员们要全面兼顾平衡各阶
层利益，不忘初心，当好民意代表者，尽心尽
力履行“代表民意、监督政府”的使命职责，
提升管治效能、为民谋福祉，报答市民的信任
和支持。

《香港商报》 的时评希望议员们不改初心，
坚守为民服务的承诺，贯彻以民为本的理念，
展现良好议政文化和立法会效能，努力办实
事，为维护香港整体和长远利益作出积极贡
献，开创香港更加美好的未来。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
研究中心教授宋小庄表示，未来，立法会议员一
定要履行香港基本法赋予的职责，提高议政论政
能力，监督配合特区政府提升施政成效，解决香
港深层次问题，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加快香港与
国家同步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同为香港

“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作出贡献。

树新风、展新貌、开新局
——香港社会对新一届立法会抱有高期待

图为1月3日宣誓仪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王 申摄图为1月3日宣誓仪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王 申摄

据新华社香港1月 5日电 （记
者刘明洋）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 5
日在特区政府总部举办“第八届基
本法暨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二
十五周年全港校际问答比赛启动礼
暨赠书仪式”，并向全港中小学发出
通函，鼓励学校和学生踊跃参与，
在学校推广国民教育。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
本届问答比赛的题目将增加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和成
就、国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
系、香港自回归祖国以来的发展情
况，以加深学生对国家及香港特别
行政区的认识，了解当中的宪制关
系，从而增强他们的国家观念和国
民身份认同。

活动现场，紫荆文化集团向特
区政府教育局及全港中小学赠送了
宪法、基本法系列学习丛书 《识法
导航》，共计1万册。该套图书由紫
荆文化集团专门组织香港和内地权
威法律和教育专家编写，分小学
版、中学版，内容涵盖宪法、基本

法等法律知识，图文并茂，内容丰
富，既可提高香港青少年法律素
养，又可为基本法全港校际问答比
赛提供学习辅导。

紫荆文化集团董事吴保安致辞
表示，《识法导航》将帮助香港中小
学生正确认识国家与香港的关系，
正确认识宪法和基本法是香港发展
的根本保障，树立国家观念，增强
身份认同。希望该书成为香港青少
年法治教育的“导航手册”，为香港
培育新一代爱国者贡献一份力量。

基本法全港校际问答比赛分为
小学组及中学组，学校可于 1 月 10
日至21日通过香港教育城网站填交
报名表格。初赛将于 2月 14日至 21
日期间，以网上问答比赛形式进
行。决赛将于 6 月举行，以现场问
答环节中学校得分决定名次，选出
中小学组别各冠、亚、季军及两名
优异奖获得者，并设有现场打气
奖。除问答比赛外，今年还将增设

“延展活动”，如由基本法学生校园
大使协助举行校本活动等。

香港将举办基本法全港校际
问答比赛庆祝回归祖国25周年

本届云台会活动在云南昆明
等地举行。活动以“云台融合新
发展”为主题，采取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来自两岸的企
业家代表、专家学者、知名人士
等参加活动，共谋合作、共话发
展、共叙亲情。

共谋经贸合作

保山龙陵牛油果开发项目、
丽江翔鹭半山酒店项目……在本
届云台会主题日活动现场，15 个
两岸合作项目签约，协议投资额
约33.56亿元。除此之外，两岸企
业家代表还参加了“云台绿色能
源产业交流合作对接会”和“云
台绿色食品产业交流合作对接
会”，围绕昭通、普洱绿色产业发
展方向进行投资考察、对接洽谈。

截至 2021 年 9 月，云台会已
先后开展两岸产业对接活动 37场
次，累计签约合作项目 166 个。
与此同时，云南省累计批准台资
企业1072家，实际到位资金19.52
亿美元，云台贸易额累计达 92.73
亿美元。

这些成果背后是云南持续优
化的营商环境，落实落细的惠台
政策。

“近年来，云南不断打造亲
商、富商、安商环境，针对台资
企业出台了促进云台经济文化交
流合作‘75条措施’，以及《关于
进一步推进自然资源服务保障云
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有关措
施》等。”全国台企联荣誉会长王
屏生在主题日活动致辞时说，这
些政策为台资企业到云南兴业发
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优秀台企关注云

南、投资云南。
“我们从宝岛台湾跨越千山万

水来到七彩云南，这里是我们的
第二故乡。”全国台企联副会长、
昆明台协会会长勤彭蓁表示。

共话融合发展

“云南发展蕴含的巨大机遇，
也是广大台胞台商台企来云南投
资创业发展的巨大机遇。”云南省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在主题
日活动上表示，诚挚欢迎广大台
胞搭乘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快
车，把握历史机遇，抢占发展先
机，在互利共赢中实现融合发展。

本届云台会期间，来自两岸
的专家学者围绕云南融合新发展
主题，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积极
建言献策。

来自广西百色学院的台籍教
师章国威认为，云南河口盛产菠
萝，品质上乘，而凤梨酥是台湾
的名小吃。来滇发展的台商台企
可以考虑将河口的菠萝作为原
料，生产云南凤梨酥。“建议台商
台企可与大陆高校组成产学研合
作团队，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
打造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助力
云南的乡村振兴建设，实现多方
共赢。”

“云南与台湾在农作物多样性
等方面具有很多相似之处，通过
加强两岸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
的通力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有
助于进一步提升云南的特色农业
产业化水平。”云南农业大学教授
毕保良说。

“云南的乡村有这么好的山
水，将会成为更多人的‘诗与远
方’。”台湾资深媒体人黄智贤表

示，乡村是两岸青年合作的蓝
海。台湾和云南两地应实现互
补，共同探索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共叙同胞亲情

“欢迎台湾朋友来昆明体验
‘晒太阳、泡温泉、逛风景、赏鲜
花、喂海鸥’的休闲时光”“欢迎
昆明朋友到澎湖参加花火节活
动”……在本届云台会的云澎旅
游文化推介及音乐美食线上活动
中，来自云南和澎湖的嘉宾互道
问候，互邀访问，共叙同胞亲情。

视频连线中，澎湖县县长赖
峰伟说，希望云南与澎湖通过

“山盟海誓”开启山与海的对话，
通过音乐交流让云南与澎湖的感
情升华到“你侬我侬”的境界。
来自云南和澎湖的歌手分别演
唱了两地共同创作的音乐原创
歌曲——《山海情深》和《山海心相
系》，现场气氛热烈而温馨。

本届云台会期间，部分两岸
嘉宾一同参访西南联大博物馆、
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等
地。2015 年，西南联大博物馆成
为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长
期以来，这里已成为台湾同胞来
滇的必访之地。“走进西南联大旧
址，看到茅草、铁皮屋顶的教
室，听着联大师生们躲避日军轰
炸的故事，那种感动之情油然而
生，强烈程度就像是来自四面八
方的撞击。西南联大精神就是中
国精神！”黄智贤颇有感触。

台 湾 新 党 前 主 席 郁 慕 明 表
示，期盼广大台湾青年多来大陆
走走看看，了解大陆，了解中国
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征程，团结一
致，共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9届云台会聚焦两岸融合——

大陆始终是台商投资发展福地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大陆始终是广大台商台企投资发展的福地和遮风挡雨的依靠。我们将坚
定不移扩大两岸经贸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让更多台湾同胞从两岸经贸
合作、融合发展中得利受益，过上更好的日子。”在近日举行的第9届云台会
主题日活动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裴金佳表示，希望广大台
商更多关注云南、投资云南、扎根云南，在彩云之南谱写事业发展新篇章。

1 月 4 日，香港无线电视台 （TVB） 召开发布会，表示将集合全台力
量，全方位、多角度转播即将到来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与全港市民一同
欣赏冬奥盛事。图为发布会现场，香港市民手持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
纪念品合影。 张海德摄 （香港中通社发）

连日来，位于福建省泉州市的福厦高铁湄洲湾跨海大桥施工现场一片忙碌。福厦高铁湄洲湾跨海大桥长14.7
公里，海域施工长10.8公里，是国内首座跨海高铁矮塔斜拉桥。图为建设者正在进行无砟轨道施工。

金 伟摄 （人民视觉）

跨海大桥施工忙跨海大桥施工忙

据新华社上海1月5日电（记者王婧
媛、许晓青） 环绕式的场景设计熠熠生
辉，为上海美食爱好者呈现出一个“立
体”的香港维多利亚港黄昏；美景在
侧，同时还可以品尝香气扑鼻的港式烧
味。这场让人身临其境的“云端”香港
品鉴活动，近日在上海举办。

香港旅游发展局近期先后在广州、
成都、北京、上海等地推出“香港美酒
佳肴巡礼”活动，推广香港的美食文化
和旅游资源。

时下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内地赴香港个人游暂未重新开启，但上
海依然有大批的香港美食爱好者及香港
休闲游的忠实“粉丝”。香港旅发局上海
办事处首席代表李念昭表示，系列活动
旨在向各地宾朋呈现丰富多彩的香港美
食美酒体验，为旅客今后访港带来一些
行程建议。

“香港美酒佳肴巡礼”上海站活动选
址于上海市中心的一处西式餐厅，现场

通过投影、音效、灯光等，滚动展示深受游客欢迎的香
港美景和地标，同时为参与者带来沉浸式的用餐体验。

活动还选择了中环、湾仔、尖沙咀、坚尼地城四大
富有香港特色的街区，通过投影展现其独特的社区文化
氛围、特色建筑和人文风貌。响应内地城市对“夜经济”的
推广，活动中还播放了香港夜生活的精彩短视频。

香港旅发局将在落实疫情防控的同时，持续举办推广
活动，听取内地游客建议和意见，并将积极研究今后可行
的、有针对性的优惠措施，提升香港服务的品牌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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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5日电（记者康朴）《壬寅年》 特种
邮票首发仪式5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壬寅年》特
种邮票是中国生肖邮票第四轮中的第七套，一套两枚，
分别命名为“国运昌隆”和“虎蕴吉祥”。“国运昌隆”描绘
了一只气宇轩昂的上山虎形象，矗立远眺、志存高远，传
达出国家蒸蒸日上、雄心壮志的含义；“虎蕴吉祥”描绘
了虎妈妈带着两只小虎的温馨场景，寓意儿孙兴旺、家
庭美满。图为特种邮票“国运昌隆”。 中国邮政供图

《壬寅年》特种邮票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