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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心協力團結奮鬥 開創更美好明天
——習近平在香港特區政府歡迎晚宴上講話（詳細摘錄）

大家好，今天在這裡和大
家見面，又見到了這麼多的
老朋友，感到很親切、很高
興，上一次到香港來，還是9
年前的事情。彈指一揮間，
時光過得很快。
我這次來，就是來專門參

加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
的活動，我也感到非常高
興。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
會，和我一起還有中央代表
團的同志一起到來。
香港各界代表，這就是

說，各位都是香港社會各界
的傑出人士。長期以來，你
們為香港回歸祖國，並保持
穩定繁榮，為國家改革開放
和現代化建設，都作出了突
出的貢獻。在這裡，我向你
們表示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
敬意。
香港回歸祖國 20年來，

「一國兩制」的實踐取得了
舉世公認的成功。當然，我
們在實踐中也遇到了一些新
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對
這些問題，我們要正確地看
待、理性地分析。一方面，
要看到「一國兩制」作為一
個新生事物，必然要在探索
中前進。另一方面，也要看
到香港發生的很多問題，有
其複雜的歷史根源和國際背
景，不能做簡單的歸因，更
不能採取情緒化的態度。有
問題不可怕，關鍵是想辦法
解決問題，困難克服了，問
題解決了，「一國兩制」的
實踐也就前進了。
「一國兩制」符合國家和
香港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
我也真想不出，還有什麼政
治智慧，比當時採用「一國
兩制」更高明了。中央將堅

持「一國兩制」方針不改
變、不動搖，這個立場是堅
定不移的。坐而論道，不如
起而行之，對香港來說，應
該關心的，不是「一國兩
制」方針會不會變的問題，
而是怎麼全面準確把「一國
兩制」方針貫徹、落實好。
推動香港在新的歷史條件
下，實現繁榮發展，保持和
諧穩定，需要我們攜手並
進。希望大家一如既往，我
提出在四個方面做好表率︰
一是帶頭支持林鄭月娥行

政長官和新一屆特別行政區
政府依法施政，當好民眾和
政府之間的橋樑和紐帶，促
進政策落實，推動經濟發展
和民生改善。
二是帶頭搞好團結，維護

社會和諧穩定，消解戾氣、
增進和氣、弘揚正氣，匯聚
愛國愛港強大正能量。
三是帶頭關心青年，幫助

他們解決實際的問題，為他
們成長成才創造良好條件，
使愛國愛港光榮傳統薪火相
傳，使「一國兩制」事業後
繼有人。
四是帶頭推動香港同內地

交流合作，發揮各自的專
長，為促進兩地的共同發
展，多獻策、多出力、多擔
當。當今和今後的一個時
期，我們祖國和香港進一步
地發展、繁榮發展，應該說
有很大空間和潛力。
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夠做

到，一定能夠做好。我對大
家充滿信心，我對香港充滿
信心，謝謝大家！

（根據錄音整理，標題和小
標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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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候任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女士，同胞們、朋友們：

大家晚上好！時隔9年，重臨美麗的香江
同大家共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我感
到十分高興。在此，我代表中央政府和全國
各族人民，向在座各位並通過你們，向全體
香港居民致以誠摯的問候和良好的祝願。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轉眼間，香港特別
行政區迎來了20周歲的生日。回想當年，遊
子回歸母親懷抱的一幕幕感人場景仍歷歷在
目。我們還記得，香港政權交接時，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歌雄壯奏響、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冉冉升起的神聖莊
嚴；我們還記得，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
隊進駐時，香港同胞冒着瓢潑大雨熱烈歡迎
的興奮激動；我們還記得，在喜迎回歸的日
子裡，神州大地張燈結綵，男女老少載歌載
舞，舉國同慶的幸福快樂。這些歷史畫面，
已經成為全體中國人的集體記憶。
春耕夏耘，萬物生長。20年間，「一國兩
制」在香港的實踐，就像一棵幼苗在風雨中
茁壯成長，結出了纍纍碩果。中華人民共和
國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確立了香港
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有效運作，民主政制依法
推進，政府效能、法治水平等多項指標均比
回歸前大幅提升；經濟平穩增長，競爭力和
自由度在全球名列前茅；社會大局保持穩
定，各項事業長足發展，人均預期壽命位居
世界前列。這些成績的取得離不開中央和祖
國內地的大力支持，但主要還是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和廣大香港同胞團結奮鬥的結果。
在這裡，我要為香港同胞點讚！為所有作出
貢獻的香港社會各界人士點讚！
承前啟後，既往開來。「一國兩制」是中
國的一個偉大創舉。在統一的國家之內，國
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個別地區依法實
行資本主義制度，這在過往的人類政治實踐
中還從未有過，前人用超凡的勇氣探索和突
破，後人要以堅定的信念實踐和發展。前進
道路並不平坦，但我們實踐「一國兩制」的

初心不會改變、決心不會動搖。我們要以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的信
心，以「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
金」的恒心，推進「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
踐取得更大的成就。
在這裡，我想跟香港同胞講「三個相信」。

相信自己了不起
第一，相信自己。中國人是了不起的！我

們有5,000多年源遠流長的文明歷史，是世
界古代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而延續至今的。
在有史籍記載的多數時間裡，中華民族在經
濟、社會、文化、藝術等眾多領域都走在世
界前列，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過巨大貢獻。
儘管中國在近代以後落後了，但新中國成立
以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幾代人艱
苦卓絕的奮鬥，中華民族已經巍然屹立在世
界民族之林。
香港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漁村發展成為享

譽世界的現代化大都市，是一代又一代的香
港同胞打拚出來的。香港同胞所擁有的愛國
愛港、自強不息、拚搏向上、靈活應變的精
神，是香港成功的關鍵所在。我要特別指出
的是，香港同胞一直積極參與國家改革開改
和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對此，中
央政府和全國人民從未忘記。香港同胞不僅
完全有能力、有智慧把香港管理好、建設
好、發展好，而且能夠繼續在國家發展，乃
至世界舞台上大顯身手。

相信香港有優勢
第二，相信香港。香港發展具有很多有
利條件和獨特優勢。香港經濟高度自由開
放，人員、貨物、資金等要素自由流動，
這是吸引國際資本、留住本地資本的重要
因素。香港法律、會計、監管等制度同國
際接軌，服務業完備、政府廉潔高效、營
商環境便利，深得外來投資者信任。香港
是重要的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是
連接內地和國際市場的重要中介；是國家
「引進來、走出去」的雙向服務平台。迄
今香港仍是內地最大的外來直接投資來源
地和境外融資平台；同時，也已成為內地
最大的境外投資目的地和全球最大的離岸
人民幣業務中心。

更為重要的是，香港享有「一國兩制」
的制度優勢，不僅能夠分享內地的廣闊市
場和發展機遇，而且經常作為國家對外開
放「先行先試」的試驗場，佔得發展先
機。「滬港通」、「深港通」以及即將開
通的「債券通」都在香港試點。香港只要
鞏固和提升這些優勢，就一定能夠留住並
吸引各方投資和人才，在經濟全球化和區
域合作中把握機遇，促進本地創新創業，
開發新的增長點，續寫獅子山下發展新故
事、繁榮新傳奇。

相信國家後盾強
第三，相信國家。無論是過去、現在還
是將來，祖國始終是香港的堅強後盾，經
過近40年改革開放，中國實現了從站起來
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越。目
前，我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
製造大國和貨物貿易大國、第一外匯儲備
大國，是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者。我
國科技實力日益強大：高性能計算機、載
人航天、探月工程、量子通訊、北斗導
航、載人深潛等尖端成就相繼問世，高鐵
走向世界，自行研製的大飛機首飛成功。
我們的朋友圈越來越大，倡導的亞投行已
批准成員達80個，發起的「一帶一路」倡
議有100多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積極
參與。一個多月前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
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取得圓滿成功，中
國倡議引領世界發展，為推動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注入強勁動力。祖國日益繁榮昌
盛，不僅是香港抵禦風浪、戰勝挑戰的底
氣所在，也是香港探索發展新路向、尋找
發展新動力、開拓發展新空間的機遇所
在。國家好，香港會更好。
同胞們、朋友們！正如香港一首流行歌中

唱到：「自信好要緊，應該放開胸襟，願望
定會一切都變真」。只要我們相信自己、相
信香港、相信國家，堅持全面準確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
方針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聚精會神搞
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齊心協力團結奮
鬥，就一定能開創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

（根據錄音整理，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輯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下午在香港

會見了香港社會各界代表人士並發表重要講話。

講話全文如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華社昨
日播發《人民日報》7月1日社論，題為
《沿着「一國兩制」正確方向行穩致遠─祝
賀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社論全文如下：
今天是2017年7月1日。20年前的今天，

一場酣暢淋漓的大雨，蕩滌百年屈辱，香港
回到祖國的懷抱，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正式成立，「一國兩制」新征程揚帆
啟航。這是中國人心中永不褪色的光輝記
憶，是彪炳中華民族史冊的千秋功業。
上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同志以偉大政

治家的智慧和膽略，提出了「一個國家，兩
種制度」的偉大構想，通過外交談判和平解
決香港問題。回歸20年，是「一國兩制」
從創造性構想變成生動現實的20年，是香
港保持繁榮穩定的20年，是香港順利納入

國家治理體系的20年，是「一國兩制」取
得舉世公認成功的20年。

保持繁榮穩定最佳制度
回歸20年，香港在變與不變中穩步前

行。中央政府貫徹「一國兩制」的初心不
變，嚴格依照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辦事，
認真履行憲制責任，堅定支持香港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香港特別行政
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
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繼續保持原
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基
本不變；香港經濟穩定增長，始終保持國際
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連續多年被評
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和最具競爭力地區之
一。香港教育、醫療衛生、文化、體育、社

會保障等社會事業不斷邁上新台階；民主政
制依法穩步推進，港人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
權利和更加廣泛的自由；香港與內地的聯繫
更加緊密，從國家發展中獲得更強勁的動
力；香港對外交往不斷擴大，國際影響進一
步提升。事實雄辯地證明，「一國兩制」是
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也是
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
排，是中國對人類政治文明的獨特貢獻。
20年實踐，20年探索。「一國兩制」事

業前無古人，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完善。
20年來，在不斷應對和處理各種新情況新問
題的過程中，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深
刻地認識到：繼續推進「一國兩制」事業，
必須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牢牢把握「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共

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
港長期繁榮穩定；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
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
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
後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
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只有這樣，才能
確保「一國兩制」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
終沿着正確方向行穩致遠。

堅持「一國」善用「兩制」
俯仰百年，香港的命運同祖國的命運始終

緊密相聯。20年來，作為祖國大家庭的一
員，香港同胞與內地民眾共享偉大祖國的尊
嚴與榮耀，共擔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責任和
使命。當前，我們的祖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
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

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
標。國家的發展為香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
遇，香港只要堅持「一國」之本、善用「兩
制」之利，發揮自身所長，服務國家所需，
就一定能在參與、融入國家進步和民族復興
的偉大進程中再創更大的輝煌。
20年砥礪奮進，20年非凡歷程。今天，

香港又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習近平總書記
指出，「無論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和挑戰，我
們對『一國兩制』方針的信心和決心都絕不
會動搖，我們推進『一國兩制』實踐的信心
和決心都絕不會動搖！」只要我們不忘初
心，始終牢記「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始
終堅持「一國兩制」的正確方向，務實有
為、開拓進取，香港明天會更加美好！

（小標題為編輯所加）

《人民日報》社論：沿着「一國兩制」正確方向行穩致遠

■國家主席習近平親切會見了香港社會各界代表並發表重要講話。 中新社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晚於香港特
區政府歡迎晚宴上發表講話。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

晚出席香港特區政府舉辦的歡迎晚

宴並發表講話。講話全文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