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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黨和國家

機構改革方案》，昨日公布組建中央

港澳工作辦公室。多位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表示，中國共產

黨是「一國兩制」事業的創立者、領

導者、踐行者和維護者，加強中央對

港澳工作的領導有「五個有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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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有利

於發揮香港優勢和特點，更好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

代表委員：加強領導有「五個有利於」
落實中央對特區全面管治權 利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子京 綜合報道

李慧琼：「升格」顯港澳重要性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李慧琼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不

同地方多次提及堅決支持港澳全面實行「一國兩制」，以
及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改善民生，是次將港澳工
作單位「升格」，顯示中央進一步提升了港澳工作的重要
性，將有利於更好落實中央相關政策，更好協助港澳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讓港澳地區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

吳良好：更好落實中央對港政策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吳良好表
示，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制」事業的創立者、領導
者、踐行者和維護者。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是維
護「一國兩制」、維護特區憲制秩序、維護香港的光明
前途和香港社會的根本福祉。組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
室，堅持和維護中國共產黨對「一國兩制」事業的領
導，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保障了「一國兩制」
全面準確貫徹實施、行穩致遠，可以推動中央對港政策
更好落實，深化兩地全方位交流合作，促進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讓香港成就自身更好發展，在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進程中作出更大貢獻。

姚志勝：更好維護「一國兩制」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姚

志勝表示，中國共產黨開創、發展、捍衛了「一國兩
制」事業，香港的發展與中國共產黨密不可分。推進
「一國兩制」事業，必須堅持和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
導。中央今次機構改革，提出組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
室，為「一國兩制」事業作出體制機制保證，顯示中央
貫徹落實「一國兩制」一以貫之，改革領導體制有利堅
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更好維護「一國兩
制」，更是從系統性和整體性的高度，把「一國兩制」

執行和實施得更穩更好，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對接
各項國家大政方針和重大部署，更有效順暢。

吳秋北：「一國兩制」最有力保障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表示，中共中
央是「一國兩制」事業的創立者、領導者、踐行者和維
護者，「一國兩制」事業必須得到中央的指導，尤其是
在一些涉及憲法問題、國家大局、國家利益、國家安全
的事務上，中央在港澳方面的擔當尤其重要，相信有關
安排是對「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最有力保障，並更有
利於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黃英豪：有利落實「愛國者治港」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英豪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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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於支持香港、澳門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有利於
發揮香港、澳門的優勢和特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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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健鋒：反映中央重視港工作
全國政協委員、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表示，是次改革反
映了中央高度重視香港工作，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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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實踐和維護香港長
遠繁榮穩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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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業強：貫徹「一國兩制」決心
全國政協委員、新界鄉議局主席劉業強表示，這次改

革方案進一步加強中央對港澳工作的領導，對香港絕對
是好事，顯示中央進一步提升港澳工作的重要性，以便
更好協助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讓港澳地區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
治方針，同時再次體現了中央堅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
貫徹「一國兩制」的決心。

蘇長荣：中央對港澳重視關懷
全國政協委員、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蘇長荣表示，組
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這是中央對港澳「一國兩制」實踐
的重視和關懷。調整完善港澳工作領導體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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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於支持香港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有
利於發揮香港優勢和特點，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林琳：
這次改革進一步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和

頂層設計，強化「一國」的治理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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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於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特區的高
度自治權相統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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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熙：
是次改革方案精簡編制，並加強管理，相信是

旨在加強工作效益，朝向更精簡、更高效的組織
方向發展。是次改革正好反映中央對港澳工作的
高度重視，更有利於更好、更快、更高效地落實
中央相關政策，期望新組建的中央港澳工作辦公
室可協助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讓「一
國兩制」落實得更準確，更行穩致遠。
民建聯議員顏汶羽：
作為「一國兩制」事業的開創者、推動者，香

港由亂到治的引領者，香港的前途命運與國家的
大政方針、發展戰略息息相關，中國共產黨正正
是香港前途命運的守護者、開拓者。是次改革加
深了落實中央對港澳全面管治權的深度和廣度。

隨各項制度保障的建構和優化，國家對港工作
將進入更系統、更穩定的新階段，「一國兩制」
事業也將愈走愈穩、愈走愈好。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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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反映中
央對港澳工作的負責和承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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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維護「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助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奮進向前。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陳祖恒：
是次機構改革能進一步加強中央對港澳工作的

領導，充分體現中央堅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
徹「一國兩制」的決心，我深信中央港澳工作辦
公室必能發揮其職能，帶領和保障「一國兩制」
走得更穩、行得更遠。我和業界必當繼續全面貫
徹習主席提出的「四點希望」和「四個必須」，
善用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把握
國家戰略機遇，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作貢獻，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更好發揮作用。

香港多個政團昨日發表聲明，表示是次改革體現了中央
對港澳工作的高度重視，體現了中央堅持全面準確、堅定
不移貫徹「一國兩制」的決心，有助於推動「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有助於保持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發揮獨特優勢，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民建聯：團結各界獻力國家發展
民建聯在聲明中表示，是次改革更有利於落實中央對特
區的全面管治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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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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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領導下，民建聯今後將會
和香港社會各界團結努力，為國家和香港的發展作出積極
貢獻。」

工聯：體現對港澳工作高度重視
工聯會表示，是次改革有助於推動「一國兩制」行穩
致遠，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有助於保持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發揮獨特優勢，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今

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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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建中央港澳辦體現中央對港澳工作
的高度重視，這有助於香港加入高質量發展，更好更快
更深入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作
出更大的貢獻。

自由黨：反映中央對港澳同胞關愛
自由黨認為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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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全面和準確地貫
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方針，協
助香港特區繼續保持繁榮穩定，並更有力地維護國家安
全。
他們認為，在目前複雜的世界環境下，香港特區作為國

家對外重要的一扇窗口，容易成為國家安全的「短板」，
因此，中央提升港澳工作的重要性，有助於更好地落實中
央相關政策，並有利於日後中央對香港特區行使全面管治
權，讓香港持續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創科中心，以及
國家「十四五」規劃確立的「八大中心」定位，保證「一
國兩制」走得更穩、行得更遠。

議員：中央處理港澳工作更高效直接港政團讚改革助港發揮獨特優勢

◆多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表示，加強中
央對港澳工作的領導，有利於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圖為香港由亂到治，市民安心與孩子出外嬉戲。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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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發局日前公布，上月訪港旅客達
146萬人次，是自2020年2月新冠疫情
以來，單月訪港旅客首次突破百萬人
次。與此同時，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
柏良透露，業界正出現人力荒，若問
題持續，接待能力難以恢復，將窒礙
業界復甦和發展。旅遊業是香港重要
支柱產業之一，今年是疫後復常的第一
年，加快復常步伐、提升服務質素是擺
在業界眼前的要務，不能因為人力荒問
題窒礙復常的步伐。對此業界要積極改
善員工待遇增強行業吸引力，政府要從
政策層面協助業界適度輸入外勞。

姚柏良指近期每日平均遊客已達到
7.5萬人次，但出現「有客無人接，有
房無人執，有車無人揸，有團無人
帶」的困局。本港疫後復常以來，多
個與旅遊相關的行業，例如航空、酒
店、零售、餐飲等都出現人手不足，
部分原因是疫情期間相關行業需求減
少，導致不少人轉行，疫後復常需求
短時間內猛增，業界自然難以請人。
同時也有本港勞動人口減少、人力資
源流失的原因。

從數字上來看，政府統計處昨日公
布，去年 12 月至今年 2 月的最新失業
率為 3.3%，較去年 11 月至今年 1 月進
一步下跌0.1個百分點，連跌10個月。
由於數據有滯後性，相信當下的失業
率實際上會更低。其中與消費及旅遊
相關行業的失業率下跌0.2個百分點至
4.3%。值得留意的是，失業率下跌的同
時，就業人數也減少約 1.2 萬人至 365
萬人，這反映本港總就業人數明顯下

降，較 2021 年時約 387 萬人減少 22 萬
人之多。

勞福局局長孫玉菡表示，未來隨着
經濟活動繼續復常及訪港旅客反彈，
勞工市場在短期內應會進一步改善。
但對於旅遊業界而言，持續人手不足
會令接待能力難以恢復，從而窒礙行
業的復甦和發展。記得上月曾經有規模
達3,000人的內地企業團訪港，卻因為
接待能力不足而要改為即日來回。如果
這種情況持續，肯定會影響本港旅遊業
的聲譽。進一步而言，本港要增強旅遊
吸引力，發展更多深度遊、文化遊等產
品，要提升整體旅遊體驗，也必須要有
充足的高素質人手。

解決旅遊業人力荒可循多方面着
力。短期而言，政府要協助業界多辦
大型招聘會，吸引原來轉行的員工回
流；僱主要因應市場的最新情況，適
當提升待遇水平。中期而言，政府應
在保證本地就業的前提下，適度輸入
外勞。事實上，勞工處於去年 12月至
今年2月期間，平均每月錄得92,624個
來 自 私 營 機 構 的 空 缺 ， 按 年 上 升
23.3%。本地就業職位非常充足，根據
各行業的需求適度引進外勞，並不會
搶奪本地員工的飯碗。參照澳門、新
加坡等周邊小型經濟體的經驗，均有
通過輸入外勞來解決本地勞動人口不
足的問題，本港不應畫地為牢。長遠
而言，政府應做好人力資源規劃，完
善相關行業的人才培訓，通過引進人
才和鼓勵生育政策，解決本地勞動人
口不斷下降的問題。

勿讓旅業人力荒窒礙復甦步伐
中共中央、國務院近日印發《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

案》，其中一項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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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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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
對中央港澳工作領導體制的重大改革優化，為保障
「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提供了制度機制的更好保
障，有利於加強中國共產黨對港澳工作的集中統一領
導，為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提供更強大、更有效的
制度保障。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
上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推進強國建設，離不開香
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習近平主席的講話，是對
中央港澳工作總目標的精闢闡述。要落實這個總目
標，當然需要制度機制的保障，改革優化提升中央對
港澳工作的領導體制，正是建立健全制度機制保障的
應有之義。

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制」事業的創立者、領導
者、踐行者、維護者，沒有任何人比中國共產黨更懂
得「一國兩制」的珍貴價值，更執着地堅守「一國兩
制」初心。香港回歸祖國近26年的實踐，取得了舉世
公認的成功，這個成功就是在中國共產黨、中共中央
領導下取得的，尤其是這10年，習近平總書記不斷豐
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思想，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堅定不移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方針，確保不會變、不動搖；全面準確
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確保不走樣、不變形，
不斷地強化對香港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的引領。尤
其這3年，中央在香港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善香港選
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等，讓香港實現了
由亂到治。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香港的「一
國兩制」實踐進入了新階段。

在總結香港過去近26年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

尤其是最近這3年由亂到治的經驗教訓基礎上，在香
港進入「一國兩制」實踐新階段時，中央進行港澳工
作領導體制的改革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
深遠的歷史意義。正如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所表示
的，這一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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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體現黨中央堅
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堅強決心和意志，
有利於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有利於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主席在去年七一重要講話
精神和黨的二十大報告關於港澳工作的重要論述，有
利於把「一國兩制」這一好制度長期堅持下去，為推
動港澳「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提供了堅強保證。

中央始終關愛、支持香港，中央對港澳工作領導機
制的優化提升，就是為進一步推動香港「一國兩制」
實踐提供制度機制保障，就是為了把「一國兩制」執
行、實施得更好，讓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有更好的保
障、更大的推動力。

站在國家新時代、香港新階段的交匯點，香港未來
的「一國兩制」實踐，有許許多多方面需要去發展、
開拓，包括建立健全維護國家憲制秩序和國家安全
的制度及執行機制，對接國家高質量發展戰略、通
過提升香港發展動能解決深層次經濟民生問題，建
設好「八大中心」、更好發揮獨特優勢貢獻國家所
需等。這些對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至關重要的工
作，正需要中央港澳辦通過調查研究、統籌協調、督
促落實去引領、推動、保障，以落實中央的港澳工作
總目標。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中央從來都是為香港好，為
香港市民好，他會帶領香港特區與中央港澳工作辦公
室保持有效溝通，讓中央全面了解和掌握香港特區的
狀況。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擁護中央改革完善港
澳工作領導體制，支持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的工作，
可以確保香港按照黨中央的統一部署，團結齊心，在
新時代新征程上，寫好「一國兩制」實踐新篇章。

中央改革港澳工作領導體制「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更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