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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駱惠寧主任日前在「中
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論
壇」上，回顧了「一國兩制」走
過的非凡歷程。中國共產黨開創
的「一國兩制」事業在香港的實
踐，一直在探索中前進，在政
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豐富內
涵，不斷發展。「一國兩制」事
業行穩致遠，不僅需要從法律
上、制度上加以保證，也需要香
港經濟金融在國家發展的新格局
中，擔當有為，發展自身，貢獻
國家，從而為「一國兩制」事業
添磚加瓦，固本強基。

九七回歸以來，香港金融在
「一國兩制」下不僅根據基本法在
制度上和管理上作出了適當安排，
在運作上也保持暢順，成功抵禦了
兩次金融風暴的衝擊，克服了近年
社會事件的影響。隨着國家經濟迅
猛發展，不斷深化改革、擴大開
放，香港金融市場蓬勃發展，國際
金融中心地位不斷鞏固提高，功能
持續增加。與此同時，香港與內地
金融上的互聯互通，也在逐步鋪
開、有序推進。回歸以來香港金融
的各方面穩健發展，充分證明了
「一國兩制」行之有效、碩果纍
纍。

「一國兩制」下
香港金融的更大發
展，有賴於香港更
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以國
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
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承
擔更大角色，發揮更大作用，作
出更大貢獻，以提升香港國際金
融中心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
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
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積極參與
大灣區建設，是香港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的切入點，也是自身發展
的動力源。金融是推動大灣區融
合發展的重要依託和推手，大灣
區作為粵港澳金融合作的「試驗
場」，如何在一個國家、兩種制
度、三個法域和關稅區、流通三
種貨幣的條件下，實現跨境協同
創新，推進區域深度合作，是
「一國兩制」事業的新實踐，在
國際上沒有先例，是擺在粵港澳
大灣區金融界的一道高難度考
題，需要大家共同摸索、勇於創
新、闖出新路。機不可失，時不
我待，我期待香港金融銀行業以
創新發展的一貫精神，把握這一
歷史機遇，群策群力，破解難
題，不辱時代使命。

在「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
制』主題論壇」上，香港中聯辦
主任駱惠寧的講話擲地有聲：推
進「一國兩制」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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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要
在新時代深入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實現新的發展，推進「一國
兩制」行穩致遠，就必須做到以
下幾點。

一是特區政府必須堅定不移在中
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依法執政，正是
黨中央不改「一國兩制」初心，通
過香港國安法、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果
斷採取有力措施防範和化解了挑戰
「一國兩制」的政治丶安全風險，
為特區政府依法執政、提升管治效
能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和保障，這
已被時間和事實所證明。特區政府
和社會各界必須堅持維護中國共產
黨的正確領導，才能確保「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保障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

二是香港社會必須加深對中國
共產黨的認知和認同。今年是中

國共產黨建黨一百
周年，過去香港社
會對中國共產黨對
香港發展作出的歷史貢獻和卓越
努力，之所以認識不深，正是在
於對中國共產黨與香港關係的研
究不夠豐富、也不夠系統。駱惠
寧主任的講話從根本上簡要釐清
了中國共產黨與香港發展的關
係，尤其是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對
香港的初心和使命。香港各界要
以不同形式，加深對共產黨歷史
的了解，可組織公眾重走紅色史
跡等。

三是中小學校要帶頭讓黨史教育
進校園丶進課堂，把香港發展的歷
史和黨史有機結合，加深對中國共
產黨的認知，最終目的是要在此基
礎上，自發自覺地認識到香港和國
家是命運共同體，更堅定擁護中國
共產黨的領導，全身心地投入到建
設香港明天，推進「一國兩制」在
新時代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從教育抓起，通過正確的史學觀念
和課程引領，讓學生在課堂上樹立
「愛國愛港，擁護共產黨」的正確
觀念，為香港未來培養更多的「愛
國愛港」優秀人才。

駱主任主旨演講是新時代「一國兩制」宣言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

題論壇」發表主旨演講，既是中央駐港機構最高負責人

帶頭在香港講好國家的故事、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

更是新時代「一國兩制」宣言。駱主任的演講，不僅闡

明了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制」事業的開創者、發展

者、捍衛者，而且指出了推進「一國兩制」事業要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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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的未來發展

具有重要指導意義。駱主任關於叫囂「結束一黨專

政」、否定黨對「一國兩制」事業領導的人是香港「真

正大敵」的論述，強烈顯示中央絕不容許任何人利用香

港推翻共產黨領導，香港必須維護和尊重共產黨的執政

地位。

盧文端 全國僑聯副主席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今次主題論壇由中央駐港四大機構聯合主
辦，特區政府特邀主辦，是香港歷史上第一次
高規格公開宣講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
其意義非同尋常。駱主任的主旨演講贏得了與
會者10次熱烈掌聲，這不僅是對駱主任擲地有
聲、飽含深情、振奮人心演講的熱情點讚，更
是表達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由衷認同。

維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就是維護港人福祉
駱主任的演講，全面論述了中國共產黨是

「一國兩制」事業的創立者、領導者和維護
者。對此，港人可謂是歷歷在目，銘記於心：
港人不會忘記，正是鄧小平等中國共產黨人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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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舉世關注的香港平穩過渡和順利回歸；港人
也不會忘記，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香港「一國
兩制」事業，全力支持香港抵禦各種困難和危
機，香港才能在各種風雨來襲時始終堅挺不

倒；港人更不會忘記，正是中央一系列撥亂

反正的重大決策，香港才能從「黑暴」、「攬
炒」中走出，迎來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進入
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的良政善治新時代。

習近平主席指出，「我們既要把實行社會主
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
度的香港建設好」。世界沒有任何一個政黨有
這樣的氣魄、這樣的胸懷、這樣的膽略。駱主
任的講話清楚告訴我們，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
導，就是維護「一國兩制」，就是維護憲法和
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就是維護
香港的光明前途和香港同胞的根本福祉。因
此，駱主任明確提出，推進「一國兩制」事業
需做到「三個必須」：一是必須堅持和維護中
國共產黨的領導；二是必須不斷完善同憲法和
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三是必須推動
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三個必
須」，對香港的未來發展具有指導意義。

支聯會不自行解散就依法取締
駱主任演講中的一段引起香港社會廣泛關

注：那些叫囂「結束一黨專政」、否定黨對
「一國兩制」事業領導的人，那些企圖把香港
作為地緣政治的棋子、遏制中國的工具、滲透
內地橋頭堡的人，是在毀壞「一國兩制」制度
根基，是香港繁榮穩定的真正大敵。駱主任使
用「真正大敵」4個字，強烈顯示中央絕不容許
任何人利用香港推翻共產黨領導，香港必須維
護和尊重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這是中央發出的
重要信息，不可等閒視之。

事實上，香港國安法實施以後，以「結束一黨
專政」口號為代表的反共言論和行動，已經屬於
國安法層面的違法行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
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今年2月在落實「愛國者治
港」的演講中，就明確畫出一條紅線：絕不能允
許做損害國家的根本制度，也就是損害中國共產
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事情。港澳辦常務副主
任張曉明去年在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網上研討
會上也指出，香港內外反華反共勢力蓄意製造的
政治對立，不止是要搞亂香港，在香港奪權變
天，而且要推翻國家政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

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支聯會就是屬於這
種顛覆性質的組織。

從中央發出的信息可以清楚看到，香港國安
法之下，作為「顛覆組織」的支聯會若不自行
解散，必遭依法取締，這不是可做可不做的
事，而是必須做的事，沒有妥協的空間。

演講最重要信息：維護尊重共產黨領導
今天的中國已經進入了強國復興的新時代，

今天的香港已經跨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新階
段。香港社會全面了解和認識國家的基本制
度，正確對待國家的執政黨，全面確立與「一
國兩制」相適應的維護和尊重共產黨領導的國
家基本制度的主流意識形態，不僅是維護香港
憲制秩序的應有之義，更有利於「一國兩制」
的行穩致遠，有利於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中找
準定位、扮演更積極角色，通過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續寫香港嶄新篇章。這才是駱主任演講作
為新時代「一國兩制」宣言發出的最重要的信
息。

中聯辦駱惠寧主任在「中國共產黨與『一
國兩制』主題論壇」發表主旨演講時指出，
推進「一國兩制」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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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共產黨建黨

百年大日子及香港回歸24年好日子同一天臨近之際，駱主
任演講幫助港人全面了解認識中國共產黨、尊重支持擁護
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實現民族偉大復興夢。建議以今年
「七一」為契機，將香港從此作為海外講述中國共產黨以
人民為中心執政故事的主場開始，講好中國共產黨四個故
事：一是始終支持香港、在解決香港問題中不斷完善「一
國兩制」、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故事；二是始終不忘初
心、為人民過上好日子奮鬥的故事；三是承擔大國責任、
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故事；四是成功讓社會主義在中國
取得成功、帶給人類探索新道路的故事。

無論是東江供水、「三趟快車」、CEPA系列等惠港政
策、全力支持香港抗疫等，還是提出、制定、實施「一國
兩制」，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國家，始終是香港最強大
的後盾，始終把香港的繁榮穩定列入重要議程、納入國家
發展大局。

完善「一國兩制」佑護香港繁榮穩定
香港需要向港人、向海外講好中國共產黨不斷發展「一

國兩制」、佑護香港繁榮穩定的故事。「一國兩制」已成
為香港繁榮穩定的定海神針，國家在不斷解決香港問題的
過程中，不斷地完善「一國兩制」，如實施香港國安法、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等。講好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的
故事，是港人尊重、支持、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基礎，
更是「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香港不斷繁榮穩定的最
大保障。

今年7月1日，我們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將牽頭舉行
「賀建黨百年、慶香港回歸」系列活動，包括漁船維港巡
遊，詩歌朗誦、歌曲演唱、「薪火相傳」接力跑、欣賞電

影《1921》，更有光影3D耀維港等節目，代表了香港各
界市民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的真誠感謝，我們也希望
通過這些活動，讓市民更多地認識、擁護、支持中國共產
黨。

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始終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一切
為了讓人民過上好日子。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讓中
國人民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尤其在扶貧和抗疫上，
更充分體現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是中國
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優越的體現，是中國共產黨
能帶領中華民族走向共同富裕的有力證明。

建黨百年以人民為中心初心不變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以和合之心建設人類命運共

同體，中國的強勁增長成為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強發動
機，香港向海外講好這一故事，是香港建好國際金融中
心、國際創科中心、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等的基礎和重要動
力。

國家主席習近平2016年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
大會上向世界宣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的偉
大勝利，使具有500年歷史的社會主義主張，在世界上人
口最多的國家，成功開闢出具有高度現實性和可行性的正
確道路，讓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煥發出新的蓬勃生
機。」香港有責任發揮作用，以組織國際論壇等多種形
式，講好中國共產黨成功讓社會主義在中國取得成功、讓
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煥發蓬勃生機、在西方民主燈
塔神話幻滅之際，帶給人類探索新道路的故事。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看到，在中國共產黨
的堅強領導下，建黨一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已經
實現，我們充分相信，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
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也一定能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一定能實現！逢盛世而起飛，香港
依靠特區政府行政主導下奮發有為的施政、愛國愛港力量
合力同心、運用回歸24年積累的豐富經驗和獨特優勢，香
港未來可期、東方之珠必將更加璀璨！

香港應成海外講好中共執政為民故事主場
譚錦球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主席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就
沒有今天繁榮昌盛的國家，沒有共產黨就沒
有平穩過渡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華民族至今實
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偉大
飛躍，新中國無論在經濟、社會、文化科技

等領域均取得輝煌成就，在國際間的地位也與日俱增，而
國家現在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
大貨物貿易國及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現時人均生產總值超
過1萬美元，人民的生活大大改善，令每一個中國人驕傲
自豪。

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中國也成為推動世界經濟
增長的主要引擎，在國際舞台多個領域都發揮極為重要的
影響力，通過積極推動雙邊及多邊關係的發展，以及「一
帶一路」參與聯繫不同國家和區域，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
則，造福各地的人民，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重大的
貢獻，在面對新冠肺炎的嚴峻挑戰時，國家採取果斷的措
施成功控制疫情，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率先恢復經濟增

長，並積極支援世界衞生組織和其他國家的抗疫工作。中
國共產黨的豐功偉績，是以事實擺在世人面前，所以我們
必須堅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駱惠寧主任近日的主旨演講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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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開創了「一國兩制」事業，「一國兩
制」的偉大創舉，改變了歷史上但凡收復失地就要大動干
戈的所謂定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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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共產黨發展了「一國兩制」事業，那些今天仍在唱衰香
港、宣稱「兩制已死」的人，歷史將繼續以無可辯駁的事
實回應他們的無知與偏見。中國共產黨捍衛了「一國兩
制」事業，很難設想，如果沒有中央一系列撥亂反正的重
大決策，香港如何能從「黑暴」「攬炒」中走出，又怎能
迎來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

我們應充分認識和堅信，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
香港「一國兩制」才得以真正貫徹落實，香港才能繼續保
持繁榮穩定，港人才能真正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

堅信中國共產黨領導 發展好「一國兩制」
莊紫祥博士 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創會會長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基金會主席 深圳市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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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振英 立法會議員

周厚立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