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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和香港回歸祖國
24周年臨近之際，「中國共產黨與
『一國兩制』主題論壇」舉辦及時，既
讓各界領袖學習互動，亦為建黨百年和
回歸紀念送上祝賀。

國家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一直對香
港照顧有加，「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在港落實、實踐
和推進，讓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國家更長年大力
支持各項社會建設和經濟發展，將香港納入國家戰略
發展大局之中，讓回歸後的香港一直穩步向前，市民
安居樂業。

在去年實施香港國安法和今年完善選舉制度後，香
港正式步入「愛國者治港」新時代。中聯辦駱惠寧主
任在論壇的主旨演講中，提點我們在今後繼續推進
「一國兩制」事業時，要堅定保持「三個必須」：必
須堅持和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不斷完善同憲
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必須推動香港更
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筆者作為香港立法會議員，不但會銘記駱主任的重
要講話內容和「三個必須」，並會努力落區推動群眾
認識和學習，將「一國兩制」事業的推進工作，進一
步植根社區、深入社區。期望社會各界繼續共同努
力，捍衛「一國兩制」、捍衛國家安全及發展利益、
捍衛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齊心團結努力，推動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共同實現「中國夢」。

駱惠寧「三個必須」揭示香港發展正確方向
在舉國歡慶迎接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華誕的歷史性時

刻，駱惠寧主任發表《百年偉業的「香江篇章」》主旨演

講。這是中央駐港機構最高負責人首次公開全面講述中國

共產黨和「一國兩制」，精準描述了中國共產黨作為「一

國兩制」事業開創者、發展者、捍衛者的胸襟與擔當，讓

港人進一步認識到：中國共產黨作為國家執政黨在香港事

務中扮演決定性角色，沒有誰比中國共產黨更深切懂得

「一國兩制」的價值，沒有誰比中國共產黨更執着堅守

「一國兩制」的初心。駱主任提出的「三個必須」，揭示

了香港推進「一國兩制」事業的正確方向。駱主任演講引

發與會者和香港各界的強烈共鳴，這也是演講獲得全場

10次熱烈掌聲的原因。

姚志勝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為隆重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中
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論壇」日前在會
展中心舉行。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出席並發
表主旨演講。這篇演講是香港歷史上第一次公
開宣講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具有特別
意義，在香港社會引起熱烈反響。

精準描述中共和「一國兩制」
百年征程波瀾壯闊。駱主任在主旨演講中，

不僅指出了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
民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實現了翻天覆地的歷史巨變，而且回顧中國共產
黨領導「一國兩制」事業走過的非凡歷程，說明
香港以自己的特殊經歷融入了這部壯麗史詩，
「一國兩制」事業成為其中的華彩篇章，引導港
人從歷史中汲取繼續前進的智慧和力量。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領導者，
「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

部分，列入國家的基本制度優勢之一，中國共產
黨創立「一國兩制」是世界歷史上的偉大創舉。
駱主任的演講，全面論述共產黨是「一國兩制」
事業的開創者、發展者、捍衛者。駱主任以充分
的歷史事實、清晰的邏輯思維、鏗鏘的強力詰
問，指明了「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人充滿政
治智慧的時代創造，在人類政治文明史上寫下了
光彩奪目的中國方案，表達了中央實施「一國兩
制」的信心和決心不會變、不動搖。駱主任的演
講啟迪港人：中國共產黨作為國家執政黨在香港
事務中扮演決定性角色，「沒有誰比中國共產黨
更深切懂得『一國兩制』的價值，沒有誰比中國
共產黨更執着堅守『一國兩制』的初心。」

駱主任講話節奏緊湊，高潮迭起，精準描述
中國共產黨和「一國兩制」的時代主題，所有
受益於「一國兩制」事業的香港市民深有體
會，引發與會者和香港各界的強烈共鳴，這也
是駱主任演講獲得全場10次熱烈掌聲的原因。

執政黨領導港良政善治
以歷史記錄過去，鏡鑒未來，駱主任的演講

進一步提出續寫新時代「一國兩制」實踐新篇
章的「三個必須」：必須堅持和維護中國共產
黨的領導、必須不斷完善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
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必須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三個必須」揭示了香港推進
「一國兩制」事業的正確方向。

香港市民不會忘記，中央制定香港國安法，使
香港走出黑暴「攬炒」漩渦，擺脫萬劫不復的危
險境地；中央主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原則，使香港進入良政善治的新
時代。這些成果體現了「一國兩制」制度機制發
揮最高效能。駱主任演講提到，在國家不斷推進
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的過程中，中央將繼續堅持和
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這亦啟示港人，要

鞏固「一國兩制」成果，必須堅持和維護中國共
產黨的領導，絕不容許任何人利用香港推翻共
產黨領導，主張「結束一黨專政」的反共組織
「支聯會」，必須依法取締；必須不斷完善與
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機制，堅持發
展，揚棄糟粕，更好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讓
「一國兩制」制度優勢繼續發熱發亮。

培育新優勢發揮新作用
今年是國家「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在

這個重要歷史節點，香港推進「一國兩制」事
業，必須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
港需要對準國家發展坐標，在「十四五」、
「兩個循環」、「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等國家戰略中，抓住新機遇、培育新優
勢、發揮新作用、實現新發展，在祖國邁向社
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歷史進程中，貢獻國家，
造福港人，再寫輝煌發展新一頁。

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周年，中聯辦主任駱惠
寧強調，中央將繼續堅持和完善「一國兩
制」制度體系，有關香港與憲制秩序相關的
制度機制「有效的要堅持，缺失的要修補，
跑偏的要糾正，過時的要更新。」他又提
到，今後推進「一國兩制」事業要保持「三
個必須」，包括堅持維護中共領導，不斷完
善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機制，以
及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一百年前，中國共產黨剛成立就先後派出
了鄧中夏、蔡和森、蘇兆徵等，維護香港工
人階級的利益，反對帝國主義和外國資本壟
斷集團的剝削和壓迫，發動了震驚世界的香
港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體現了尋求振

興中國的意志，成為了內地各主要城市工人
的學習榜樣，從此掀起了波瀾壯闊的內地工
人階級鬥爭。

香港是中國了解世界動態、通向世界各國
合作的必由之路。香港與中國共產黨的發展
息息相關，血肉相連。在實踐「一國兩制」
的過程中，香港有三大作用：在外國勢力危
害中國的安全、主權和發展利益的關鍵時
刻，起着維護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的重大作用；在科技發展、外來資金籌措
及人才吸納、各種物資的交流方面，起着支
援的作用；協助國家熟悉整個資本主義運
作、西方的經濟發展形態和特色，了解世界
形勢，吞吐天下，為中國的發展和建設策

略，提供經濟通道和人民外交
通道。因此，「一國兩制」不
斷在發展，不斷有更新和自我
完善的機制，「愛國者治港」、完善選舉制
度，正是香港「一國兩制」不斷發展不斷實
踐的成功例證，因此堅定地相信「一國兩
制」事業會行穩致遠，將大大加強對香港前
景的信心。

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保證香港「一國兩制」
不斷更新、不斷發展、不斷保持青春的「三
個必須」，確保了香港同胞的子孫將來能夠
永遠安居樂業。這是香港未來的福祉所在，
所以大家都要同心協力，為落實「三個必
須」作出貢獻。

落實「三個必須」保香港福祉
林龍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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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創盛 立法會議員

剛剛閉幕的七國集團
峰會（G7峰會），不少

人的焦點落在西方大國聯合一起針對中
國議題上。當然這是美國拜登政府在戰
略上圍堵中國的一部分，不只是G7峰
會，還有接下來的美歐峰會、北約峰會等西方國家的
多邊戰略部署都在試圖針對中國。

儘管G7內部也有不同利益集團，美國、英國、加拿
大是「五眼聯盟」集團，而德國、法國、意大利則屬
於歐盟集團，日本純粹是「脫亞入歐」進去的「贊助
單位」而已。在中國議題上，歐盟集團和「五眼聯
盟」是有一定的分歧，尤其是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峰會
前發表講話，強調法國和歐盟的獨立，刻意與美英保
持距離，關鍵一句是「不要成為中國的附庸，也不要
與美國保持一致」。

話雖如此，但是G7峰會最後還是宣布了一項針對中
國的計劃，就是G7將啟動一項幫助較貧困國家建設基
礎設施的計劃，以此來對抗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在過去八年中，中國與世界上超過80個國家簽署了
「一帶一路」合作協議，穩步推進了全球多邊合作。
反觀美國方面，這八年來還是忙着充當世界警察的角
色，介入伊拉克、敘利亞的戰爭，現在才回過神來，
發現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早已開展落實，美國現在
的舉措，就是要結合G7盟友的力量與「一帶一路」抗
衡。不過，中美雙方在基礎設施建造能力上，近來已
出現明顯差異。現在美國已經不具備大規模工業輸出
能力，儘管美國真的要開始行動，支持發展中國家的
基礎建設，在其國內沒有完整生產鏈之下，手上原材
料不一定足夠，到時候難道又要從中國購買嗎？

國與國之間樹立敵人就是為了更好地團結盟友。但以
十九世紀英國首相帕麥斯頓的一句話來總結：「國家之
間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拜登上台後，
歐盟馬上緊跟美國的腳步暫停了中歐投資協定，但最近
只要看清了美國對歐提出的實惠並不多後，德法這些國
際老手絕不會「捨命陪君子」，所以估計無論是今次的
G7峰會還是之後的北約峰會，對中國的強硬頂多只會
停留在嘴上說說，不會有太多實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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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家駿 中學教師 教聯會副主席 全
國青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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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1日，除了是香港回歸24周年紀
念，更是中國共產黨的百年華誕重要日子，
對香港特區來說，是一個雙喜臨門的時刻，
別具雙重意義。在中國共產黨建立和領導
下，新中國崛起，由人民當家作主，走過崢
嶸歲月，歷盡甜酸苦辣。

作為雲南省政協常委，服務政協平台多
年，筆者認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委員朋友，
與眾委員一起學習和共同進步，響應服務國
家建設和改革開放大局，在以中國共產黨為
核心的領導下，我們祖國建設偉業正沿正確
的方向闊步前進。

滔滔香江，崢嶸百年，因為歷史緣由，香
港憑着當時的特殊定位，與中國共產黨建黨百
年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香港也見證了一代又
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為爭取民族復興而不畏艱
苦、不屈不撓的百年奮鬥歷程。現時，香港的
大街小巷其實也遍布當年中國共產黨先烈在香
港活動的足跡，例如新界北區的烏蛟騰村，在
1943年2月抗日期間，中共廣東省臨委和東江
軍政委員會就在烏蛟騰村現址附近山坡總結和
檢討抗日游擊戰的經驗教訓，被稱為東江縱隊發
展史中的「烏蛟騰會議」。這些與中國共產黨有
歷史感應的痕跡，香港特區政府應好好加強文化

保育，並作為向各界市民灌輸愛
國主義公眾教育的歷史教材。

百年道路，有崎嶇，有曲折，
有高低，有平坦，每一步也是與人民、為人民而
共同踏出的。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香港普天同
慶，砥礪前行。中國共產黨既是歷史的選擇，也
是人民的選擇，組成人員來自工農兵學商，具廣
泛社會代表性，秉承信念和初心，樂於服務人
民，均是社會各界的國家脊樑、中流砥柱、是
人民的好公僕，共同為國家現代化建設而努
力，並帶領14億人民奔向第二個輝煌的一百
年，享受豐碩成果。

中共崢嶸百年與港息息相關
徐應強 雲南省政協常委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理事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大慶之年，
也是香港回歸祖國24周年。在此特別時刻，
「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論壇」6
月12日在港舉行，在香港各界引發熱烈反
響，香港以自己的特殊經歷融入建黨百年這
部壯麗史詩，「一國兩制」事業正是其中的
華彩篇章。

中國共產黨從國家民族整體利益和香港同胞
切身利益出發，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
偉大構想，實現了香港平穩過渡和順利回歸。
正如鄧小平所說：「沒有中國共產黨，沒有中
國的社會主義，誰能夠制定這樣的政策？沒有
哪個人有這個膽識，哪一個黨派都不行。」
這種膽識、這股底氣、這種自信，源自包括
香港同胞在內的中國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制度、對中國共產黨的衷心擁護和支持。
今時今日，我特別深切地感受到：在百年未
有之大變局中，香港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
需要黨中央的堅強領導，更加需要國家的鼎
力支持，更加需要堅定自覺維護國家利益！

習近平主席指出：「香港由亂及治的重大
轉折，再次昭示了一個深刻道理，那就是要
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必須始終
堅持『愛國者治港』」。這一重要指示說到
了廣大香港同胞心裏，為「一國兩制」方針
在香港行穩致遠指明了方向。

「愛國者治港」，是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的
根本要求。只有堅持「愛國者治港」，才能堅
守「一國」原則，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香港
才能長治久安；只有堅持「愛國者治港」，堅
決落實香港國安法，在法治的軌道上彰顯民主
自由，香港才會有規有矩，不會被外部勢力侵
蝕，不會瞎折騰；只有堅持「愛國者治港」，
才能推動香港順順當當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增
強競爭力，才能家和業興、繁榮穩定。這是我
們香港同胞的共同福祉。
「愛國者治港」，必須有健全的制度保證。

應該承認，目前香港特區保證「愛國者治港」
的制度仍需完善，必須盡快進行改革，促進特
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用健全的制度
來保證「愛國者治港」。這是「一國兩制」
方針在香港實踐發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切實
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必要之舉。用制度保證
「愛國者治港」，既包含了特區行政、立
法、司法等政權架構的治理，也包括了特區
教育等領域的治理。愛國情懷，應當理直氣
壯地成為香港的核心價值，代代相傳！
「愛國者治港」，是事關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的根本問題。香港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央政府直轄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
港的治理者首先必須熱愛自己的國家，也必
須堅定擁護共和國的締造者和領導者——中

國共產黨，擁護黨和國家治理
香港的「一國兩制」方針，而
不是空洞地說愛中華文化、愛
名山大川。「一國兩制」樹立了法治和民主
的典範。回歸之前，港督皆由女皇任命，香
港根本沒有什麼民主可言。香港的民主制度
是在香港回歸以後真正建立和發展起來的。
基本法的起草過程，經歷了香港迄今為止時
間最長、規模最大、具有廣泛代表性的諮詢
工作。正是在「一國兩制」的制度性、法律
性安排中，香港同胞在歷史上第一次擁有了
最廣泛的民主和自由權利。經歷過全球金融
危機、亞洲金融風暴等一次次風雨，香港人
現在很清楚地知道，無論何時，背後都有一
個強大的祖國在支撐。從根本上講，香港人
民只有在「一國兩制」的制度框架下，才能
實現真正戰勝一個又一個艱難險阻，創造一
個又一個奇跡；誰真的在乎香港的民主進
程，誰真的為香港好，一目了然。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香港
發展的內部條件和外部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複
雜變化。越是在這樣的時候，越要堅持中國
共產黨的全面領導，香港各界必須團結在以
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萬眾一
心，風雨無阻，向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
輝彼岸奮勇前進。

只有堅持「愛國者治港」才能實踐「一國兩制」嶄新篇章
舒心博士 中國海外聯誼會常務理事 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執行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