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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1日上午在
香港会见了刚刚就职的香港特别
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习近平祝贺李家超就任香港
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他
指出，经过25年时间，无论“一国
两制”实践还是香港发展都站到
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广大市民对
你和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充满
期待。希望你忠诚履行行政长官
的宪制责任，带领特别行政区政
府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
方针和基本法，团结香港各界人
士务实进取，推动香港从由乱到
治走向由治及兴，续写香港“一国
两制”实践新篇章。中央将全力

支持你和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
依法施政。我们对你和新一届特
别行政区政府充满信心，对香港
的未来充满信心。

李家超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
央政府的信任。他表示，我深知
责任重大，将全力以赴，带领特别
行政区政府扎实工作，展现施政
新气象，谱写发展新篇章，请习主
席放心。

随后，习近平在李家超的陪
同下，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新
任行政、立法、司法机关负责人。

丁薛祥、许其亮、沈跃跃、王
毅、夏宝龙参加有关会见。

据新华社电

习近平会见李家超

我们对你和新一届特区政府充满信心
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日上午视
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
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驻香港
部队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

上午11时30分许，习近平来
到驻香港部队中环营区。在热烈
的掌声中，习近平亲切接见驻香港
部队官兵代表，同大家合影留念。

习近平指出，香港回归祖国
25年来，驻香港部队坚决贯彻党
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认真
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驻军法，出色完成
以履行防务为中心的各项任务。
特别是面对近年来香港局势深刻

复杂变化，驻香港部队有力服务
中央治港工作大局，在实现香港
由乱到治的转折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习近平强调，香港正处在由
治及兴的关键时期，驻香港部队
任务繁重、责任重大。要贯彻新
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
军事战略方针，把握新的形势和
任务要求，加强部队全面建设，提
高履行使命能力，为维护国家安
全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为推进

“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行稳致远
作出更大贡献。

许其亮等参加活动。
据新华社电

习近平在视察驻香港部队时强调

加强部队全面建设
提高履行使命能力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在
香港的各项活动，1日中午乘专列
离开香港。

在香港期间，习近平出席了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
典礼；分别会见了梁振英、林郑月
娥、李家超，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立法、司法机关负责人，香
港各界代表人士，香港纪律部队
代表；看望了中央驻港机构和主
要中资机构负责人；视察了驻香
港部队；考察了香港科学园，同科

研人员、青年创科企业代表等亲
切交流。习近平还会见了前来参
加庆祝活动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行
政长官贺一诚。

高铁西九龙站内，香港各界
代表和少年儿童挥动手中的国
旗、特别行政区区旗和鲜花，热烈
欢送习近平。大家唱起了《我和
我的祖国》《东方之珠》等歌曲，场
面热烈温馨。习近平和夫人彭丽
媛向欢送队伍挥手道别。

丁薛祥、许其亮、沈跃跃、王
毅、夏宝龙一同离开香港。

据新华社电

圆满结束在香港的各项活动
习近平离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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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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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秦春

本报讯 7月1日，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
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
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要特别关心关爱青年人，青
年兴，则香港兴；青年发展，则香
港发展；青年有未来，则香港有未
来。在考察香港科学园时，总书
记指出，青年人是全社会最富有
活力、最具有创造性的群体，也是
推动创科发展的生力军。要为青
年铺路搭桥，提供更大发展空间，
支持青年在创新创业的奋斗人生
中出彩圆梦。

在沪香港青年认真聆听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纷纷
表示要投身建设美好香港的行
列，用火热青春书写精彩人生，以
实际行动回应习近平总书记殷切
期盼。

“背靠祖国的香港青年
人大有可为”

“我母亲两岁时从上海来到
香港，这个是我外婆，她们在香港
开了一家旗袍店……”上海香港
联会副会长、沪港青年会荣誉会
长麦德铨翻开相册，回忆起自己
和祖国、和上海的不解情缘。

2002年麦德铨来到上海，邂
逅了美丽的上海妻子。20年间，他
见证了上海的日益繁华，学会了吴
侬软语，也帮助了数千名香港青少
年来内地学习实践，进一步促进了
沪港两地的青少年交流。

“背靠祖国的香港青年人起
点高，平台大，可以做的事情非常
多，大有可为。我觉得青年人应
该抓住机遇，用亲身实践来武装
自己。”麦德铨印象最深刻的是
2019年他带领500个香港中学生
坐高铁到上海与500个上海中学
生交流，那次活动意义非凡。

由于夫人曾打趣称，麦德铨
200多斤的体重不像做青年工作
的人，他为此减重近 100 斤，他
说：“我希望成为香港青年的榜
样，让他们对上海‘一见钟情’，更
希望他们能在此‘落地生根’。”
这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
麦德铨心中最深的期待。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麦德铨表示，香港青年应当

“用脚丈量祖国大地，用心领会中
国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
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做好青年团体爱国主
义教育的宣传员”

启亨(上海)文化创意发展有
限公司创始人包鸿勋的沪港情缘
自2004年开始，那时他随父母一
起从香港来到上海浦东办事处，
非常看好浦东的发展前景，不久
后在这里安了家。

2008 年，包鸿勋留学归国，
在上海从事外贸行业，并且开启
了上海香港双城生活。

“2004 年我们来的时候，浦

东周边都是厂房，停车场空荡荡
的”，十多年来，他见证了浦东的
愈发繁荣，也亲历了香港从“乱”
到“治”的整个过程，他深知安定
生活来之不易：“今年是香港回归
祖国二十五周年，香港的发展也
迎来了新的篇章，我对香港的未
来抱着深切期盼。”

包鸿勋尤记得五年前，香港
回归祖国二十周年时，他曾作为上
海青年代表在香港体育馆参与庆
祝演出。“我爱你，中国，我要把美
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
祖国”，那时他站在舞台上，满心骄
傲与自豪，歌词字字都嵌进了他的
心里，爱国之情也随之荡漾。

自2014年开始，包鸿勋投入
到沪港青年交流工作中来，成为
了连结青年人与职场的桥梁：“年
轻人应当要抓住机遇，我愿意为
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铺路，为他
们搭建更好的交流平台。”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包鸿勋心潮澎湃，感慨良
多：“作为青年人，我应当与时俱
进，将个人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中来；做好青年团体爱国主义
教育的宣传员，倾听更多青年之
声，关心好、服务好青年所需，以

‘青年人服务青年人’的方式鼓励
大家抓住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

“青年兴，则香港兴”
“我爷爷是上海人，我从小听

着家里的上海话长大”，香港汉瑞
祥有限公司董事李薇娣在爱国爱
港的家庭氛围里长大。

2011年她来到上海，与来自
成都的丈夫组建了幸福的小家
庭，从此在上海定居。经过多年
点点滴滴的累积，她对于祖国的
归属感也愈发浓厚起来：“虽然经
历了一些风风雨雨，但是香港总
归是等到了雨过天晴，以后会越
来越好的。”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青
年兴，则香港兴，但“刚步入社会
的年轻人都是不容易的，他们有
很多的难处，他们需要有人帮他
们一把”，李薇娣想起自己毕业后
从基层销售岗位做起，曾经拖着
行李箱四处拜访客户的场景还历
历在目。

因为亲身经历过，所以更加
懂得，她想向青年人伸出援手，于
是从2014年开始专注做起青年
工作，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更多
有需要的香港青少年。

“妈妈，什么是香港回归？”年
幼的女儿见李薇娣忙碌着各项青
年工作，好奇发问。

“就好像是一个孩子迷了路，
现在回到了妈妈的怀抱。”她用讲
故事的方式把这段历史说给女儿
听，她知道女儿不一定能听懂，但
她很幸运，出生在了这个美好的
时代，未来会有跟自己完全不同
的经历，也一定会更有归属感和
安全感。

李薇娣感动于习近平总书记
一直以来对香港的关注及重视，
她表示：“我相信新一届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必定会更有魄力、更
有力量，能带领香港市民走向更
美好的将来。也会引领香港年轻
人自强不息、善拼敢赢，投入祖国
的发展，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曾遭

遇过对华人不公正的待遇，受到
欺负的时候，只有来自国内各地
的同胞站出来帮忙，因为是同胞，
所以大家相互之间都特别包容，
我也深刻感受到了同胞之间那股
团结起来的力量。”智慧楼宇科技
公司创始人黄钜炜告诉记者。

2014年，黄钜炜毕业后来到
上海创业：“内地有更好的发展
机遇，没什么背景的小年轻，就
像习近平总书记今天在讲话里提
到的那样，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只要愿意拼就会有机会赢。”如
今，他把自己的家人全都接来了
上海，定居在了长宁区。

每年参与青年交流活动时，
他都会看到有一些好的变化，例
如有很多香港青少年带着疑惑
来，带着答案回去，也有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拥抱自己的祖国，拥抱
中华传统文化。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了，黄钜
炜身边的家人和朋友都非常开心和
激动。黄钜炜说道：“希望香港未
来要多关注对年轻人的培养，推
动国民教育，增进与内地的交流，
加深下一代对祖国的认识，为祖
国与香港的未来培养栋梁之才。”

“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
彩的人生”

2019年9月，香港青年冯福
弘在众多的院校当中选择了复旦
大学就读，他说想来上海看看，体
验一下内地的生活，也寻找更多
的、更好的发展机遇，他在各大社
交平台分享着自己在内地的所见
所闻，让同龄人看到内地的最新
发展。

冯福弘印象中，每到香港回
归祖国纪念日，香港的大街小巷
都能看到五星红旗，例如街上的
双层巴士，一整个都装饰着喜庆
的红色，街上的人们心情都变得
洋溢起来，到了夜晚还能看到斑
斓的烟花。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第25周
年，国内外香港学生群体都在以各
种方式庆祝，他们因爱国情怀凝聚
在一起，“在沪的香港年轻人更像
是过年了一样高兴”，冯福弘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
殷切希望每一个香港青年都投身
到建设美好香港的行列中来，用火
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

对此，冯福弘给出了这样的
回应：“我们香港青年要勇当先
锋，在“十四五”规划、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布局下，把握
机遇，为祖国未来发展以及香港
繁荣稳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量，同为国家、为香港注入新动
能，共创新篇章！”

在沪香港青年：建设美好香港 书写精彩人生

以实际行动回应总书记殷切期盼

在香港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
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隆重举行 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