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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距離」
為港人打氣 盡顯愛港情深

習主席情繫香江
為「一國兩制」導航
2008年
2008
年7月7日
■習近平到訪紅磡一個 3 人家庭，了
解香港一般家庭的生活。 資料圖片

習近平主席近年對港論述
2013年3月17日
■ 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的講話
■ 要以國家和港澳整體利益為重
「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澳門特別行政區同胞，要
以國家和香港、澳門整體利益為重，共同維護和促進
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2014年9月22日
■ 會見香港工商界專業界訪京團
■ 中央對港基本方針政策不會變
「辦好香港的事情，關鍵是要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維護基本法權威。中央對香港的
基本方針政策沒有變，也不會變。中央政府將堅定不
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堅定不移支持香
港依法推進民主發展，堅定不移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我們對祖國和香港的未來充滿信心。」

2014年11月9日
■ 在北京會見香港特首梁振英
■ 法治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
「法治是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石。中央政府充
分肯定、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特別
是為維護法治權威、維護社會秩序所做的大量工作。」

2014年12月26日
■ 在北京會見香港特首梁振英
■ 香港政制發展應從本地實際出發
「香港政制發展應該從本地實際出發，依法有序進
行；應該有利於居民安居樂業，有利於社會繁榮穩
定，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習近平主席將來

2015年11月18日

港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
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並全面視察香港最

■ 在馬尼拉會見出席APEC會議的香港特首梁振英

新情況。習近平主席長期主管香港事務，對香港

■ 抓住「一帶一路」機遇

視察 3 天，與港人「零距離」接觸，為香港打

「希望特別行政區政府帶領香港社會各界凝聚發展
共識，着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和諧，同時抓
住國家制定『十三五』規劃、實施『一帶一路』建設
等帶來的機遇，進一步謀劃和推進香港長遠發展。」

氣，盡顯愛香港之情。尤其是擔任中共中央總書

2015年12月23日

充滿關愛，對香港事務也極為熟悉。他在 2008
年香港全面籌備奧運馬術盛事之際，曾專程到港

記和國家主席以來，習近平更對香港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保持繁榮穩定，多次作
出重要指示，為香港的「一國兩制」事業導航。

習近平主席與香港有長期密切關
係。在擔任地方黨政領導時，多

次率團訪港（見另稿）；2007 年中共
十七大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後，
他出任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
長。除了每年在全國「兩會」期間會
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
外，最令香港市民印象深刻的，就是
他在 2008 年 7 月以國家副主席身份到
港視察，實地了解北京奧運會、殘奧
會馬術比賽的籌辦情況，並親身感受
香港回歸祖國11年來的深刻變化。

足跡踏遍全港 聆聽市民心聲
在這次視察中，習近平對香港籌辦
奧運馬術的工作予以高度讚許，「香
港 3 年多的籌辦工作做得非常扎實，
充分體現了綠色奧運、科技奧運、人
文奧運理念。」

1993年
1993
年7月5日

2008年
2008
年7月6日

■時任中共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陪同長和主席李 ■習近平到體育學院鼓勵香港健兒和奧運義工。
嘉誠在福州考察。
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此外，在短短 49 個小時的行程裡，
習近平還先後出席了 21 場重要活動，
足跡踏遍港九新界。其中，他參觀了
香港金融管理局，時任發展局局長的
林鄭月娥更與時任政務司司長的唐英
年一起，向習近平介紹香港的「十大
基建」。他還抽時間深入社區，與市
民接觸，了解香港市民對房價、對工
作、對社區服務等方面的意見。
2012 年底擔任黨和國家最高領導
人後，習近平對香港高度關注，持
續為香港全面貫徹「一國兩制」導
航（見表）。

囑依法息「佔」助民安居樂業
在 2014 年香港社會對政改陷入爭
拗，甚至出現違法「佔領」之際，他
就在該年 11 月會見香港特首梁振英時
表示︰「法治是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

重要基石。中央政府充分肯定、全力
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特別是為維護法治權威、維護社會秩
序所做的大量工作。」
在同年 12 月底會見到北京述職的梁
振英時，他又說︰「香港政制發展應
該從本地實際出發，依法有序進行；
應該有利於居民安居樂業，有利於社
會繁榮穩定，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

勉抓「帶路」契機 力振經濟惠民
政治爭拗告一段落，習近平又為香
港發展點明方向。
在 2015 年 11 月，習近平主席於馬尼
拉會見出席APEC會議的香港特首梁振
英時，就勉勵香港要抓住「一帶一路」
機遇，「希望特別行政區政府帶領香港
社會各界凝聚發展共識，着力發展經

主政地方 力推合作
2005年
2005
年1月

香港作為經貿
發達的城市，與
&
內地省市或國際
都會有廣泛的經貿合作。



多次率團赴港招商

■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和董建華出席浙港蕭山
機場合作合資簽約儀式。
資料圖片

一直與香港極有情緣的習近
平，在 1990 年代擔任內地省份
領導起，已多次率團訪港，並先
後以福建省省長和浙江省委書記
的身份，率領經貿代表團來港洽

濟、改善民生、促進和諧，同時抓住國
家制定『十三五』規劃、實施『一帶一
路』建設等帶來的機遇，進一步謀劃和
推進香港長遠發展。」
其後香港出現鼓吹所謂「港獨」的
歪風，習近平先後強調中央會確保
「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亦表
示會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堅
定支持依法遏制「港獨」。社會各界
都認為，習主席的講話對平息社會亂
象有一錘定音之效。
現時香港特區政府換屆在即。習
近平在早前會見候任特首林鄭月娥
時表達了對香港的期許︰「作為一
項開創性事業，『一國兩制』在香
港的實踐也需要不斷探索前進。20
年來，香港經歷了不少風風雨雨，
這個階段有挑戰和風險，也充滿機
遇和希望。」

談合作，並因此與香港結下深厚
情緣。
在習近平進入中央領導層之
前，曾在福建、浙江、上海等省
市工作 20 多年。這些省市都是港
商投資的熱門地點，也因為如
此，習近平也有不少機會與香港
接觸。自 1990 年代起，習近平就
曾多次率團訪港，招商引資，洽
談合作。在 2000 年 6 月，時任福
建省省長的他就率領福建省政府
經貿代表團赴香港與時任香港特
首董建華見面，洽談合作。
2005 年 1 月，習近平再以浙江

省委書記的身份，率領經貿代表
團到港，舉辦「2005 香港．浙江
周」。習近平當時就形容香港是
世界著名的金融、貿易、航運中
心，服務業高度發達，具有很強
的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其完
善的管理模式與成熟的經驗值得
浙江很好地學習和借鑑。」
他又指，香港與浙江兩地的服
務業合作「一拍即合」，「浙借
港之力上青雲；港服務業也借助
浙江這個市場大省，而擁有廣闊
的腹地和市場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 在北京會見香港特首梁振英
■ 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
「近年來，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出現了一些新情
況。我想強調的是，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
兩點：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
確，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
形，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

2016年7月1日
■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 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我們將全面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按照憲法和基
本法辦事，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
政、履行職責，支持香港、澳門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

2016年12月23日
■ 在北京會見香港特首梁振英
■ 堅定支持依法遏制「港獨」
「『一國兩制』是一項全新的事業，實踐中出現新
情況新問題是正常的。當前，香港社會政治、經濟發
展平穩，中央政府和廣大香港市民一樣，都希望進一
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希望社會和諧、市民安居樂
業。中央政府堅定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遏制『港
獨』活動。」

2017年4月11日
■ 會見香港特區第五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一國兩制」實踐需要不斷探索前進
「20 年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巨大成
功。憲法和基本法規定的特別行政區制度有效運行，香
港保持繁榮穩定，國際社會給予高度評價。與此同時，
作為一項開創性事業，『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也需
要不斷探索前進。20年來，香港經歷了不少風風雨雨，
這個階段有挑戰和風險，也充滿機遇和希望。」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庫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