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熙表示，黑暴事
件危害國家安全，帶來社會動盪，

破壞經濟，影響全港市民的日常生活，
幸中央果斷制定香港國安法，及時讓香
港止暴制亂，社會重回正軌，為香港社
會上了重要一課，「只有國安，才有家
安。」

「一國」原則愈堅固「兩制」優勢愈彰顯
他指出，經歷過黑暴之後，相信香港

市民已感受到社會和平穩定的可貴，明
白只有「一國」原則愈堅固，「兩制」
的優勢才愈彰顯。
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陳仲尼表示，
隨着國家制定了香港國安法，以及完善
選舉制度後，香港社會徹底擺脫黑暴陰
霾，踏上由治及興的軌道，「一國兩
制」已循着愈來愈完善的軌道前進。
他強調，香港特區除了必須更好把握

國家發展機遇，同時應發揮好聯通祖國
內地和世界的窗口作用，將國家的機
遇、投資機會與國際資金及人才對接，
暢通便捷國際聯繫，才能最大發揮香港
的獨特優勢。
立法會商界（第三）議員嚴剛表示，

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為香港自由經濟體系

的如常運作，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保護屏
障。作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最具競爭
力地區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依然持續
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
他表示，有充足理據相信，香港特區在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持續發展繁榮的競爭
優勢，特別是「一國兩制」中的「兩制」
優勢，將會進一步加強，香港將依然是全
球經濟最為活躍繁榮的地區之一，必然會
在國家「一帶一路」藍圖及雙循環發展中
發揮無可替代的橋樑作用。
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譚岳衡表示，
香港當前正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發
展和處理民生問題皆是特區政府的施政
重點，香港需要更深挖掘和充分用好聯
通內地與世界的獨特優勢，融入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共建「一帶一路」倡議，
鞏固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
以及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
心的地位。
同時，香港應致力打造國際創科中

心、航空樞紐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
中心、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謀求產
業優化升級，在城市整體競爭力提升和
發展中，持續推進解決房屋、青年、貧
富差距等民生問題。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
霍啟剛表示，中央為香港制定香港國安法
及完善選舉制度，讓「愛國者治港」得以
在港落實，為香港帶來穩定的社會局面，
相信香港會繼續發揮「一國兩制」優勢，
實現國家賦予的「八大中心」定位。
身為立法會議員及全國政協委員，他承
諾會發揮「雙重積極作用」，推動香港建
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和區域知識產權
貿易中心，為輸出國家軟實力、促進國內
國際雙循環而努力。
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陳沛良表示，

中央堅定不移、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
國兩制」方針毋庸置疑，但「一國兩
制」成功與否，還取決於香港特區對
「一國兩制」的認知程度與實踐情況。
過去，香港社會存在重「兩制」，輕
「一國」的風氣，令「一國兩制」在落
實的過程中出現偏離原意的問題，全社
會都需要反思和警惕。面對外界誤解或
抹黑「一國兩制」的情況，他認為特區
政府在對外說好香港故事的同時，還要
在特區層面做好對「一國兩制」的宣
傳，包括舉辦研討會、座談會或學習基
本法等，為新時代「一國兩制」的實踐
提供根本遵循。

「一國兩制」實踐 取得歷史性成就

A2

20222022年年99月月2121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2年9月21日（星期三）

2022年9月21日（星期三）

◆責任編輯：鄧逸明
中共二十大中共二十大迎迎 接接

增宣「一國兩制」說好香港故事
議員冀港抓緊國家發展機遇 發揮聯通內地和世界窗口作用

多位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舉世公認，

而全賴國家為香港制定了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更加完善，令香港社會徹底

擺脫黑暴陰霾，踏上由治及興的軌道。未來，特區政府要在本地及對外做好對「一國兩制」的宣傳，暢通

便捷國際聯繫，發揮好香港聯通祖國內地和世界的窗口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在黨的十八大以來「一國兩制」在港澳的成功實踐新聞發布會上的發布詞（全文）
（2022年9月20日）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 黃柳權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宣傳部昨日上午10時
舉行「中國這十年」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請國務
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黃柳權、王靈桂介紹黨的
十八大以來「一國兩制」在港澳的成功實踐情況，
並答記者問。黃柳權的發布詞全文如下：

各位記者朋友，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謝大家對
「一國兩制」和港澳工作的關心和支持。今天上
午，我和王靈桂副主任一同和大家見面，在我們回
答大家的提問之前，我先就「一國兩制」在港澳的
實踐作一個概要的介紹。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堅定不移、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
發揚歷史主動精神，積極應對港澳內外環境變化，
採取一系列標本兼治的舉措，推動「一國兩制」在
港澳的實踐劈波斬浪、奮勇向前，取得歷史性成
就、發生歷史性變革。
第一，「一國兩制」理論開闢新境界。習近平
總書記對「一國兩制」和港澳工作提出一系列原創
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將我們黨對「一國兩
制」的規律性認識提升到新高度。習近平總書記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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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
的最高原則，「一國」原則愈堅固，「兩制」優勢
愈彰顯；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一
是堅定不移，確保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
確保不走樣、不變形；必須依法治港治澳，必須堅持
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
一，必須落實「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必須
保持香港、澳門的獨特地位和優勢；行政長官和特別
行政區政府是香港、澳門的當家人，也是治理香港、
澳門的第一責任人；全面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
務；「一國兩制」這樣的好制度，沒有任何理由改
變，必須長期堅持。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重要論述，
是對「一國兩制」理論的豐富和發展，為推進新時代
「一國兩制」實踐提供了根本遵循，是港澳工作取得
新成就、實現新發展的根本原因。
第二，「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更加完善。針對

香港局勢一度出現嚴峻局面，以習近平同志為核
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進一步加強黨對港澳工作
的集中統一領導，作出健全中央依照憲法和基本
法對特別行政區行使全面管治權、完善特別行政

區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制度機制的重大決
策，推動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制定香港國安法、完善香港
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並支持澳門特別行政區啟
動修改澳門國安法。所有這些，為實現港澳長治
久安，推動「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提供了堅
實制度保障。
第三，香港、澳門保持繁榮穩定良好局面。在祖

國全力支持下，香港經濟蓬勃發展，國際金融、航
運、貿易中心地位穩固，創新科技產業迅速興起，
自由開放雄冠全球，營商環境世界一流，包括普通
法在內的原有法律得到保持和發展。香港連續二十
多次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第一位；在世界競爭
力排名中，長期位居前列；過去10年裏，香港數次
登上全球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首位。澳門「一中
心、一平台、一基地」建設扎實推進，經濟適度多
元發展成效初顯。「小而富」「小而勁」「小而
康」「小而美」成為澳門的魅力名片。近兩年多
來，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衝擊，香港、澳門兩
個特別行政區政府在中央大力支持下採取積極有效
舉措紓緩民困、恢復經濟，推動特別行政區各項建
設事業不斷克難前行。

第四，香港、澳門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習近平
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果，廣深港高鐵、港珠
澳大橋和多個口岸相繼建成開通，橫琴、前海、南
沙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設加快推進，內地與港澳規
則銜接、機制對接不斷深化，生產要素跨境流動更
加快捷，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持續
完善。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香港、
澳門充分發揮連接祖國內地同世界各地的重要橋樑
和窗口作用，為祖國創造經濟長期平穩快速發展的
奇跡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隨着港澳同祖國內地的聯繫越來越緊密，交流合

作越來越深化，港澳同胞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日
益增強。特別是經歷風雨挑戰之後，港澳同胞更加
深刻認識到，港澳始終同祖國風雨同舟、血脈相
連。愛國愛港愛澳力量不斷壯大，以愛國愛港愛澳
為核心、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
更加深入人心。數以十萬計港澳青年到祖國內地就
學、就業、創業、置業，以越來越強烈的民族自豪
感和主人翁意識書寫他們的精彩人生。
我先介紹這些，謝謝大家。

（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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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多位港區
全國政協委員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這十年以來，中央堅定不
移、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
並因應新形勢、新環境綜合施策予以完
善，及時制定香港國安法、完善香港選
舉制度，推動香港實現由亂到治、由治
及興的重大轉折，確保「一國兩制」行
穩致遠。
全國政協常委吳良好表示，「一國兩
制」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在實踐過程
中更會遇到不少風浪和挑戰，必須要有戰
略定力、理論自信，才能開拓新境界。
他指出，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是

對「一國兩制」的豐富和發展，為新時
代「一國兩制」實踐提供了根本遵循。
香港社會全面回顧十年來中央堅定不移
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
深入認識十年來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和發
展變化，定能更好推動「一國兩制」實

踐取得更大的成功，譜寫「一國兩制」
實踐新篇章。
全國政協委員張學修表示，中央果斷

出手撥亂反正，旗幟鮮明落實「愛國者
治港」原則，出台香港國安法，完善選
舉制度，才令香港「一國兩制」重回正
軌，迎來了風清氣正、安定祥和的社會
局面，讓各行各業有了更優越的營商環
境，開拓更廣闊市場。
他強調，只有緊守「一國」的安全底

線，「兩制」才有更加充分的活力和空
間，廣大香港市民的福祉和利益才能得
到切實維護，香港才能譜寫繁榮穩定、
長治久安的美好篇章。
全國政協委員姚志勝表示，「一國兩

制」在理論、制度體系、保持港澳繁榮
穩定、促進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方
面，在這十年來取得新突破、新成就。
習近平總書記就「一國兩制」提出的一
系列重要論述，既是深入貫徹落實「一

國兩制」重要指導方針，更是香港長遠發
展的基本指南。在二十大即將召開的時
候，透過回顧「一國兩制」在十八大以來
的偉大成就，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一
國兩制」重要論述，香港社會定能為「一
國兩制」實踐再創輝煌。
全國政協委員楊莉珊表示，這十年來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出現了不少
困難、矛盾和問題，但在中央的大力支
持下，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堅定對
「一國兩制」的信心和決心，攜手奮
鬥，經受住了種種考驗。中央政府大力
度、高密度、寬範圍地出台支持香港發
展的舉措，更充分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
重視和對香港同胞的關懷。當前，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取得明顯成效，「一帶一
路」倡議為全球繁榮增加互聯互通，這
都是香港注入自身經濟發展的新動力要
抓住的歷史機遇，香港定能在新歷史起
點上續寫「一國兩制」，實踐新篇章。

政協委員：須緊守「一國」安全底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多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香港背靠祖國，只要繼續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定能無懼任
何逆境，逐步建成國家「十四五」規劃下的「八大中心」，以發展解決深層
次問題。特區政府應配合國家發展所需，積極革新制度，同時做好連接內地
與國際的橋樑，致力讓全港市民分享社會發展成果。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表示，過去一些反中亂港勢力歪曲事實，企圖污

衊香港所謂「大陸化」，令部分香港市民或對「一國兩制」存有誤解。今次
發布會闡明了「一國兩制」才是實現香港長治久安最堅實的制度保障，是對
有關謠言詆毀最有效的反駁，期望特區政府在中央的支持下，繼續大力宣傳
香港的優勢，不讓假新聞、假消息掩蓋東方之珠的耀眼光芒。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表示，香港在祖國的支持下堅持「一國兩制」，總能

排除萬難，發展成就有目共睹。就算美國近年如何抹黑香港的營商環境，很多
美資企業依然繼續落戶香港，反映「一國兩制」有效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良好
局面，相信只要香港繼續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定能在背靠祖國，面向世界
下，無懼任何逆境，逐步建成國家「十四五」規劃下的「八大中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亨利表示，「一國兩制」不但是好制度，更是最具生

命力、最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制度。香港正處於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
的關鍵時刻，在「一國兩制」的制度支撐下，香港呈現新人事新作風。新一
屆特區政府是行動型政府，促使香港社會「動起來」，共同破解民生憂難，
亦激發工商界「活起來」，主動把握發展方向，為香港增強發展動能，更好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李應生表示，在相互尊重下，支持「愛國者治港」，支

持香港民主制度發展，只要相信中央政府對「一國兩制」是堅定不移，人人
皆熱愛香港這個家園，大家在各自領域範疇出心出力，香港定必能衝破藩
籬，再現燦爛光輝。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洪為民表示，香港存在產業結構單一、青年上流難、貧

富懸殊等深層次問題，不能單靠資源分配來解決，應以發展來解決，而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正好為香港提供龐大發展機遇，特區政府有責任配合國家發展
所需，積極革新制度，致力讓全港市民能分享社會發展成果。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曉峰表示，香港與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未來將有很多

合作共贏的空間，特區政府應以「一國」為本，善用「兩制」優勢，在「愛
國者治港」原則下，全力推進惠民措施，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做好連
接內地與國際的橋樑，說好中國故事，說好香港故事。

◆多位立法會議員表
示，全賴國家為香港制定香港國
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一國兩制」制度
體系更加完善。圖為市民慶祝香港國安法頒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