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

文匯論壇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

◆責任編輯：楊生華

2022年7月4日（星期一）
2022年
2022
年 7 月 4 日（星期一）
2022年7月4日（星期一）

落實習近平主席講話 創新香港政策研究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大會暨香港特

新階段，使香港在未來五年開創新局面、實現新飛躍。作為一

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重要講話中，以「四個必須」

個長期的專業政策研究員，我認為這「四個必須」和「四點希

總結了確保「一國兩制」事業始終朝着正確的方向行穩致遠的

望」一方面為政策研究專業創造了更大發揮的空間和舞台，另

豐富經驗和規律，之後以「四點希望」，展示對新一屆特區政

一方面也等於要求了整個「政策研究生態系統」，思考如何更

府和香港各界寄予厚望，引領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

好配合香港在新征程的需要，以作出更大貢獻。

黃元山博士 立法會議員
所謂的「政策研究生態系統」，包括政府內
高層次具戰略性的全局性研究、政策局對各自
政策範疇的研究、民間和大學內的專業政策研
究機構等。

主動對接內地政策研究部門
第一個「必須」，提到「『一國』原則愈堅
固，『兩制』優勢愈彰顯」；第二個「必須」
表明「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
高度自治權是統一銜接的」；第三個「必須」
說明「守護好管治權，就是守護香港繁榮穩
定」；而第四個「必須」指出「背靠祖國、聯
通世界，這是香港得天獨厚的顯著優勢。」
我做政策研究的初心，就是為民解困，共享
機遇；習近平主席這四個「必須」，為政策落
實帶來更穩定的環境、更寬闊的途徑，也為專
業的政策研究帶來更大的需求。
至於「四點希望」，習近平主席明言對新一
屆政府「寄予厚望」，實行良政善治。我認為

整個「政策研究生態系統」進一步提升，才能
在新形勢下，作出更好的貢獻。
習近平主席第一點「希望」，要求特區政府
「提升國家觀念和國際視野，從大局和長遠需
要出發積極謀劃香港發展。」以我多年政策研
究的經驗所得，特區政府內，必須要有一個高
層次的政策研究機構（例如以前的中央政策
組，「CPU」），專注「從大局和長遠需要」
和「從戰略和全局高度」，「積極謀劃」香港
的長遠發展；要有效推進高層次研究，
「CPU」也需要主動聯絡和對接內地相關政策
研究部門，例如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國務院
研究室、發改委政研室、港澳辦政研司、中聯
辦研究部等。
習近平主席第二點「希望」，是要求「主動
對接『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
『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等國家戰略。」。
要主動落實「十四五」規劃的「八大中
心」，必須協調特區政府各政策局的政策研

黃英豪 全國政協委員 立法會議員
習近平主席出席香港第六屆特
區政府就職典禮發表的重要講
話，從國家整體發展的高度，高
屋建瓴地為香港規劃未來，明確
方向，提出希望，其意義十分重
大。本人有機會聆聽習近平主席
振奮人心的講話，既感鼓舞更添動力。我們必須
認真貫徹落實上述講話中提出的「四點希望」，
全力支持新任行政長官李家超以及新一屆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有效落實「行政主導」體制，發展
經濟，為民造福，扎扎實實地把香港建設得更加
美好。
習近平主席指出：「香港回歸祖國，開啟了香
港歷史新紀元。25年來，在祖國全力支持下，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下，
『一國兩制』實踐在香港取得舉世公認的成
功。」香港回歸成就令世人矚目。僅以經濟領域
來說，香港 GDP 由回歸前的 13,731 億港元，增
至去年 28,697 億港元，人均 GDP 由 2.7 萬美元增
至 4.9 萬美元。外匯儲備由 1997 年的 680 億美
元，大幅增至 4,657 億美元。香港之所以有這樣
輝煌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香港成功落實
了「一國兩制」。
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科學地概括和提煉出成
功落實「一國兩制」的「四個必須」，其中一個
重要內容，就是特別行政區要堅持實行「行政主
導」體制，行政、立法、司法機關要按照基本法
和相關法律履行職責，尤其是「行政機關和立法

機關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習近平主席強調
這一點，對於香港目前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深刻
的指導意義。目前立法會最主要的職責，應是積
極配合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有效落實
「行政主導」，扎扎實實地把每一件事情做好，
努力實現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四點希望」，把香
港建設得更加美好。只有真正落實「行政主導」
體制，特區政府才能有效地進行規劃，統籌各方
面的資源，制定解決各項問題的實施策略和方
法、時間表和路線圖，並且以強大的執行力來推
動落實。
在「行政主導」的體制下，立法機關一方面要
充分履行法定的制衡職責；另一方面，更要配合
行政機關，按照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四點希望」
的要求，主動擔當作為、服務香港、奉獻國家。
具體來說，一是通過反映民意和社會呼聲，協助
行政機關集思廣益、拾遺補缺、凝聚共識、完善
方案；二是支持行政機關完成法定程序，讓其有
充分的資源來開展工作。
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目前進入了一個
新的發展歷程。我們將牢記習近平主席對香港
發展的「四點希望」，全面落實「愛國者治
港」原則，把握時機，努力團結社會各界，同
心同德，共同維護社會和諧穩定，齊心推進社
會發展進步，鞏固和發揮香港獨特地位和優
勢，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共同為「一國兩
制」事業、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新的和更
大的貢獻。

閻偉寧 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港區委員
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
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
發表的重要講話，高瞻遠矚，立意深遠，尤其
非常關心香港青年的發展，充分顯示了習近平
主席對香港的關愛和支持，讓香港同胞倍感溫
暖，倍增信心。未來 5 年是香港開創新局面、實
現新飛躍的關鍵期，社會各界應團結一心，牢
記習近平主席的囑託，在新一屆特區政府帶領
下踔厲奮進、砥礪前行，同為香港開新篇，共
創香江新輝煌！
習近平主席的重要講話，高度肯定香港「一國
兩制」實踐取得的巨大成就，鄭重宣示中央堅持
「一國兩制」不會變、不動搖，充分表明國家對
香港發展的全力支持，進一步堅定了社會各界對
香港未來的信心。「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是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
榮穩定，中央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香港和香
港同胞好。香港的發展要對接國家重大戰略，積
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有偉大祖國的堅
定支持，有「一國兩制」方針的堅實保障，在國
家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新佂程上，香港一
定能夠創造更大輝煌。新一屆特區政府要主動擔
當作為，拿出更果敢的魄力、更有效的舉措破難
而進，把全社會特別是普通市民的期盼作為施政

的最大追求，讓發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地惠及全體市民。
習近平主席對於香港青少年的健
康成長充滿深情牽掛、寄予殷切期
望。習近平主席的重要講話，充滿
對香港青年的關心和關愛，指出「青
年興，則香港興」「青年有未來，則香港有未來」，
寄語社會各界要幫助廣大青年解決學業、就業、創
業、置業面臨的實際困難，為香港青年成長成才創
造更多機會。希望香港青年能夠不負期望，多了解
國情，多學習歷史，增長見識早日成才，積極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在發揮優勢貢獻國家中成就自己的
美好人生。
習近平主席在香港疫情未穩下仍親臨香港視
察，充分顯示中央對香港巨大的關懷、重視、厚
愛和支持。習近平主席發表的重要講話，對香港
未來發展寄予殷切希望，並對特區政府施政提出
「四點希望」。「行而不輟，未來可期」，相信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一國兩制」方針
的保駕護航下，新一屆特區政府一定能夠齊心聚
力、務實有為、革故鼎新、迎難而上，香港一定
會實現新的飛躍，為自身繁榮穩定、為國家發展
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新的更大貢獻！香
江永奔流，祝福香港明天會更好！

習近平主席第三點「希望」，是要求有「更
有效的舉措破難而進」。習近平主席多年來曾
數次對智庫建設作出重要批示，確認了智庫對
政府提升治理能力有重要意義。我深感要突破
香港累積已久的深層次問題，必須在各方各面
都有新的政策思維，細心分析研究後，敢於破

格求變，也可以和港澳辦主管的全國港澳研究
會，就這些方面有更多互動，才能「讓發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市民」。
習近平主席第四點「希望」，提到「家和
萬事興」，要「包容共濟、求同存異」。聽
見習近平主席這番緊貼民生的談話，我深感
有好的「政策研究生態系統」，就能有效吸
收、整合、分析社會民間各方面的聲音、意
見和訴求，再以專業的判斷，為社會共同創
造更美好環境提供研究基礎。
總的來看，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個必
須」和「四個希望」，實際上是中央從頂層
思維對港提出的八點治港方略，這次開宗明
義向特區政府提出的工作清單，有利於新一
屆特區政府開展施政。期望香港社會各界團
結起來，尤其建設好「政策研究生態系
統」，一起解決香港住房和醫療等各項深層
次矛盾，努力破解民生難點，讓香港市民過
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香港回
歸祖國 25 周年大會暨香港特
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
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主席
的講話是對香港回歸祖國 25 年「一國兩
制」實踐的精闢總結，為香港未來發展指明
方向。
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強調，「一國兩制」
的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中央政
府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國家好，為了香
港、澳門好，為了港澳同胞好。事實充分證
明，「一國兩制」具有強大生命力，是確保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維護香港同胞福祉的好
制度。「一國」原則愈堅固，「兩制」優勢
愈彰顯，這樣的好制度，沒有任何理由改
變，必須長期堅持！
香港正處於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
段，習近平主席對香港提出了四點希望。
第一，力提高治理水平。完善治理體
系、提高治理能力、增強治理效能，是把香
港特別行政區建設好、發展好的迫切需求。
特區政府必須堅持維護「一國兩制」、「愛
國者治港」，提高行政效率，營造良好的營
商環境，全力解決深層次問題。
特區政府更要改變「小政府、大市場」的

管治思維，把握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把有
為政府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起來，敢於擔
當、善作善成，展現良政善治新氣象。
第二，不斷增強發展動能。中央全力支持
香港抓住國家發展的歷史機遇，主動對接
「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
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等國家戰略，中央全力
支持香港同世界各地開展更廣泛、更緊密的
交流合作。香港要堅持以發展為中心，擔當
好內地與國際之間的橋樑和聯絡角色，在國
家不斷深化改革開放的大方針指引下，把握
國家發展機遇，增強香港的競爭力。
第三，切實排解民生憂難。把人民的利益
放到第一位，是作為有為政府的最大追求。
新一屆特區政府要想民之所想、解民之所
困，積極有效為市民解決實際問題，做到事
事有落，事事有回音。
第四，共同維護和諧穩定。穩定是發展的
基礎，需要全體香港人共同維護。香港經歷
違法「佔中」、修例風波，嚴重破壞了香港
的法治安定，損害港人福祉。香港不能再亂
也亂不起，每一位熱愛香港這個家園的港
人，都必須真心擁護「一國兩制」，尊重憲
法和基本法構成的憲制秩序，維護國家安全
和香港法治穩定，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每一位港人都責無旁貸。

陳南坡 南區各界聯會理事長 南區建設力量主席

齊心合力開創由治及興新局面

香江永奔流 共創新輝煌

敢於破格求變創新政策思維

習近平主席講話為香港發展指路引航

堅持
「行政主導」 主動擔當作為

究，以至民間的智庫，更多和中央相關部委下
的政策研究機構對接，例如，國家科技部下的
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發改委下的中
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等。同樣地，要建設好大
灣區，在政策研究層面，也要和廣東省委政研
室，以及灣區內地城市（尤其是深圳市）的市
委政研室，多交流溝通；同時鼓勵民間智庫和
大灣區的智庫，如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
院等，展開更多的合作。另外，也可以促進更
多「一帶一路」國家的國際智庫，和本地政策
研究機構的交流，共同講好中國故事。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來港，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
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並
發表重要講話，高度肯定「一國兩制」實踐取
得的巨大成就，鄭重宣示中央堅持「一國兩制」
不會變、不動搖，充分表明國家對香港發展的
全力支持，為香港「一國兩制」實踐開創新局
面，注入強大動力，進一步堅定了各界對香港
未來的信心，激勵香港各界砥礪奮進，支持新
一屆特區積極作為，開啟良政善治新篇章，為
中華民族復興作出新貢獻。
香港回歸祖國 25 年，香港「一國兩制」
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眾所周知，「一
國兩制」是一個完整的概念。「一國」是實
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兩制」從屬和
派生於「一國」，並統一於「一國」之內。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
制」方針的最高原則，在這個前提下，香
港、澳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
變，享有高度自治權。「『一國』是根，根
深才能葉茂；『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
榮」；「一國」原則愈堅固，「兩制」優勢
愈彰顯。
「一國兩制」作為史無前例的偉大創
舉，在實踐過程中難免遇到新問題、新挑
戰。尤其是過去一段時間，反中亂港勢力
刻意誤導、不斷扭曲「一國兩制」關係，
甚至利用「兩制」對抗「一國」，在港煽
動衝擊「一國兩制」底線的政治風波，嚴
重威脅國家安全和利益、損害香港繁榮穩
定，對市民生活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也
動搖了部分港人對「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的信心。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
中央審時度勢，採取一系列
標本兼治的舉措，制定實施
香港國安法，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促使香港由亂到治、重回正軌。歷經風雨
後，香港浴火重生，展現出蓬勃的生機。
事實證明，「一國兩制」具有強大生命
力，是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維護香港
同胞福祉的好制度。「今天，我要再次強
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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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在港發表的重要講
話，一錘定音，給香港派了定心丸，增強
港人和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的信心，讓那些擔憂「一國兩制」方針會
變的人可以安心，讓抹黑謠言不攻自破。
如今香港進入由治及興的新階段，迎來與國
家共同發展的歷史機遇。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
講話提出的「四個必須」、「四點希望」為香
港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指明方向，引領
香港開創新局面、再創新輝煌，香港各界要充
分領會、切實執行習近平總書記的指引，愛國
愛港人士更要發揮示範作用，積極行動，支持
特區政府把握最大民心，共同破難而進，讓發
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市民，推動香港
更好地發揮所長、貢獻國家發展所需，共享國
家富強進步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