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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其中明確在國務院港
澳事務辦公室基礎上組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不再保留單設的國務院港澳事
務辦公室。

本港政黨及立法會議員均表示，這次機構改革不僅反映中央高度重視香港
工作，再次體現中央堅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 的決心，也反
映港澳事務對於國家重要性進一步提升，並有利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機構改革有利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政黨議員：體現中央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決心

大公報記者 吳俊宏

有利於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民建聯認為，此次改革體現了中

央對港澳工作的高度重視，亦體現中
央堅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 「一
國兩制」 的決心。此舉將能加強中央
的領導，更有利於落實中央對特區全
面管治權，有利於落實 「愛國者治
港」 原則，有利於落實特別行政區維
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有利於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深層次矛盾
和問題，有利於發揮香港優勢和特
點，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好發揮作用。

工聯會表示，作為最堅定的愛國愛港
力量，堅決擁護黨中央決定。今次港澳辦
機構的改革，再次體現中央堅持全面準
確、堅定不移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 的決
心和用心，反映港澳事務對於國家重要性
進一步提升，體現中央對港澳工作的高度
重視，有助於香港未來高質量發展。

自由黨認為，中央今次改革體現了國
家重視高質量發展，以及反映了中央對港
澳工作的重視和對港澳同胞的關愛，有利
於協助港澳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自
由黨表示，日後將一如既往支持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並期望與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
保持良性溝通和互動，共同維護國家安

全、以市民為福祉，促進香港特區長期繁
榮穩定，更積極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有利香港發揮優勢和特點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

認為，中央從來都是處處為香港設想，過
去三年的重點工作，包括訂立香港國安法
和完善選舉制度等，證明了完善港澳工作
領導體制、加強中央對港澳工作的領導，
有利維護國家安全，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
的深層次矛盾，以發揮香港優勢和特點，
有利經濟民生發展。

新界西北立法會議員周浩鼎表示，組
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相信有助進一步

全面準確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 方
針，並且協助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今次改革更進一步體現中央政
府對港澳「一國兩制」的高度重視。

港島東立法會議員梁熙認為，
是次機構改革正好反映了中央對港
澳工作的高度重視。因為在機構改
革方案中，直接把相關工作單位升
格，有利於更好、更快、更高效地
落實中央相關政策。他期望在新組
建的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帶領下，
可以協助港澳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讓 「一國兩制」 事業更準確
貫徹，更行穩致遠。

選委會界別議員林琳表示，這
次改革方案，一方面強化 「一國」

的治理體系，另一方面提升 「兩制」 的固
有優勢，把中央治港治澳方略更有效地落
到實處；進一步把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特
區的高度自治權相統一，更充分體現了中
央堅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
制」 的決心。

新界西南立法會議員陳穎欣說，感謝
中央對香港的重視，直接由中央港澳工作
辦公室承擔港澳工作的安排，展現國家對
港澳工作的重視程度很高。她相信有關新
安排能讓中央在處理港澳工作上，更高
效、更直接，推動高質量發展，對維護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更有利，有助香港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奮進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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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林雅雯報道：多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以及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表示，今次改革進一步加強中央對港
澳工作的領導，再次體現中央堅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 的決心，有利於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有利
於保障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維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今次改

革反映中央高度重視港澳工作，所以將相關工作單位 「升
格」 ，以便更好落實中央政策，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更好落
實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
方針。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說，黨和國家機
構改革方案備受關注，他對新調整完全支持。他認為，新的
安排，能夠讓中央在處理港澳工作上，更為高效簡潔直接，
避免重複，更能迅速應對各種重大事件的發生，是對 「一國
兩制」 行穩致遠最有力的保障，更有利於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在新發展格局中展現擔當，把握歷史主動性。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陳勇指出，非常擁護
和支持中央對港澳工作機構的改革。非常感謝中央對港澳
「一國兩制」 成功實踐的重視和關懷。大家對習主席、對中
央充滿信心，因為 「一國兩制」 本身就是中國共產黨創立
的，中央涉港的改革從來都是為香港好，保障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保障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有利於落實維護國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黃英豪表示，過去的實

踐充分證明，調整完善中央港澳工作領導機制，加強中央對
港澳工作的領導，有利於落實中央對特區全面管治權，有利
於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有利於落實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有利於支持港、澳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新界鄉議局主席劉業強感謝中央對
港澳 「一國兩制」 實踐的重視與關懷。他表示，這次改革方
案進一步加強中央對港澳工作的領導，可以更好協助港澳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並再次體現中央堅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
貫徹 「一國兩制」 的決心。

▼中央加強對港澳工作的領導，有利經
濟民生發展。

【大公報訊】記者黃釔淼報道：中共中央、
國務院明確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基礎上組建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有學者指出，組建中央港
澳辦意義重大，表明中央對香港 「一國兩制」 實
踐的重視，有利日後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的行
使。

港發展戰略與國家無縫對接
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表示，中國共產

黨是 「一國兩制」 方針的最高制定者和執行者，
香港的長遠穩定和發展，離不開中央的支持和指
導，歷史充分證明，中央對香港同胞的關心、支
持和愛護始終如一，中央所作的一切都是為了國

家好、香港特區好和香港同胞好。
劉兆佳說，隨着國家的不斷發展，香港問題

已經不單純是國家統一的問題，更是一個關係到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完成第二個一百年奮鬥
目標、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維護國家安全和推進台灣回歸祖國等
重大事業的重大課題。 「一國兩制」 在香港的成
功實踐事關重大，中央加強對香港事務的關注和
領導，有利於傾全國之力維護和推進香港的繁榮
穩定發展，保證香港的發展與國家的發展相互配
合和促進，確保香港不會成為國家安全的 「軟
肋」 ，確保香港發展戰略能夠與國家的發展戰略
無縫對接，讓香港得以更好的發揮 「國家所需、

香港所長」 的作用。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表示，鄧小平先

生早於1984年已多番強調 「一國兩制」 的重要
性，要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就要保持中國共
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是有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 「一國兩制」 就是對
香港、澳門、台灣問題的處理。習近平主席在二
十大報告中提到，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 。香港回歸祖國，重新納入國家治
理體系， 「一國兩制」 的成功實踐是國家治理體
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突出表現。

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律政司首任司長梁
愛詩認為，這幾年來香港很多方面發生比較大的

變化，一直以來都是中央在政策方面做出研究，
然後通過香港國安法，止暴制亂。原國務院港澳
辦是在國務院下面的一個辦公室，現在組建中央
港澳工作辦公室的意思是直接由中央直接領導港
澳工作。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譚耀宗表示，重組架
構設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突出中央對港澳重
視，反映中央把港澳事務提升到國家強大的高
度。 「一國兩制」 和平統一祖國，分不開二十大
後對香港的管治。重組架構後，港澳事務由中央
領導，層次上升。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
有關香港的事務中央可以直接作決策及協調，對
香港絕對是好事。

學者：有利於中央對港行使全面管治權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黨和國家機構改革
方案》，其中明確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基礎
上組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這一改革，目的是
為了堅持和完善 「一國兩制」 制度體系，為了把
「一國兩制」 執行得更好、實施得更好，充分體
現中央對港澳的高度重視和深切關懷，充分體現
中央堅定不移推進 「一國兩制」 偉大事業的堅定
決心。香港各界深信，在更高規格的中央港澳工
作領導體制之下，香港的未來發展、港人的利益
福祉，將得到更堅實的保障， 「一國兩制」 實踐
也必能走得更穩、行得更遠。

中央組建 「中央港澳辦」 ，是高度關心支持
港澳的體現。中國共產黨是當之無愧的 「一國兩
制」 事業的創立者、領導者、踐行者和維護者，
沒有誰比中國共產黨更深切懂得 「一國兩制」 的
價值，也沒有誰比中國共產黨更執著堅守 「一國
兩制」 的初心。回歸以來，中國共產黨不斷豐富
發展 「一國兩制」 理論和實踐，以香港治理的成
就豐富了中共在新時代治國理政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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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中，
中央繼續堅持和完善 「一國兩制」 制度體系，是

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必要之舉。事實上，中
央對港澳同胞關懷備至，對港澳工作越來越重
視，領導體制不斷完善，變得更加高效、更加有
力。2003年，中央設立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
極大促進了香港各項事業的發展；2020年，中央
設立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從制定香港國安法
到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等等，採取了一系列果斷舉
措，確保 「愛國者治港」 得到全面落實，引領香
港局勢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開啟了從由亂
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

香港市民對此有着深刻的感受。如果不是中
央的堅強領導，如果不是中央堅定不移貫徹 「一
國兩制」 ，港人的利益是不可能得到現在這樣好
的保障，香港的發展也不可能迎來今天的大好局
面。實踐已經並將繼續證明，不斷適應形勢發展
和工作需要優化改革港澳工作領導體制，才能確
保中央對 「一國兩制」 事業的有力領導，才能保
證「一國兩制」實踐始終沿着正確方向行穩致遠。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閉幕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推進強國建設，離
不開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要全面準確、堅
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 「澳

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針，堅持依法治港治
澳，支持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習主席的重要講
話，明確揭示了強國建設與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
內在關係，同時也是對堅持和完善 「一國兩制」
制度體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改革港澳工作領導體
制就是題中應有之意。

從昨日公布的改革方案來看，新組建的中央
港澳工作辦公室，進一步加強黨對港澳工作的領
導。從職能表述來看， 「中央港澳辦」 將承擔在
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
依法治港治澳、維護國家安全、保障民生福祉、
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方面的調查研究、
統籌協調、督促落實職責。不論是從港澳工作領
導體制的層次，還是從擔負的責任要求而言，都
是前所未有之高。充分體現習近平主席對港澳
「一國兩制」 實踐的高度重視和深切關懷，充分
體現中央堅持和完善 「一國兩制」 制度體系的堅
強決心和意志。

中央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香港好，為了香
港同胞好。中央此次改革，根本不存在所謂的改
變 「一國兩制」 的問題，恰恰相反，這是對香港

未來發展的重大利好，可以歸納為 「四個有利
於」 ：有利於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
治權相統一，更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和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有利於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集中精
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有利於香港發揮 「背靠
祖國、聯通世界」 的獨特地位和優勢，更好地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有利於把 「一國兩制」 這一好
制度長期堅持下去，確保 「一國兩制」 實踐沿着
正確方向行穩致遠。

習近平主席在去年 「七一」 重要講話中指
出， 「一國兩制」 是經過實踐反覆檢驗了的，符
合國家、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門根本利
益，得到14億多祖國人民鼎力支持，得到香港、
澳門居民一致擁護，也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贊同。
這樣的好制度，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
持！港人深信，以中央此次新組建 「中央港澳
辦」 為標誌，香港將迎來全新的發展局面。有偉
大祖國的堅定支持，有廣大愛國愛港同胞的共同
奮鬥，香港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中
必將大有作為， 「一國兩制」 偉大實踐必將譜寫
更加美好的新篇章。

加強中央對港澳工作領導 把一國兩制實施得更好

黨和國家機構
改革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