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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點「始終」
更好落實「一國兩制」

始終準確把握「一國」和「兩制」的關係

■ 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

央權力和香港基本法權威、利用

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

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

不能允許的

■ 要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

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香

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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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終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 在落實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憲

制秩序時，要把中央依法行使

權力和特區履行主體責任有機

結合起來

■ 要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

和機制

■ 要加強香港社會，特別是公職人

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宣傳

教育

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

■ 少年希望快樂成長，青年希望施

展才能，壯年希望事業有成，長

者希望安度晚年，這都需要通過

發展來實現

■「蘇州過後無艇搭」，大家一定要

珍惜機遇、抓住機遇，把主要精

力集中到搞建設、謀發展上來

始終維護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 如果香港陷入「泛政治化」的漩

渦，人為製造對立、對抗，會嚴

重阻礙經濟社會發展

■ 只要愛國愛港，誠心誠意擁護「一

國兩制」方針和香港基本法，中央

都願意與之溝通

■ 香港有不錯的家底，但經不起折

騰，經不起內耗

■ 只有團結起來、和衷共濟，才能

把香港這個共同家園建設好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嘉華

習近平昨日講話引用的典故
在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大會暨第五屆特區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

「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談昨日是香港特區的成年禮

出自《詩經．小雅．斯干》，形容環境優美，風景清麗，繁華似

錦，人傑地靈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談香港經不起折騰、內耗

出自於《漢書．楚元王傳》，意思是和睦帶來吉祥和諧，不和招

致災禍，為國民帶來危難

「群之所為事無不成，眾之所舉業無不勝」——要
有信心將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
香港建設好

源自《淮南子．主術訓》，意指積聚群體的力量，集合眾人的智

慧，則能戰無不勝，事無不成

贈予新一屆特區政府官員的三句話

「一寸丹心為報國」——談主要官員、立法和司法機構
負責人都要有國家觀念

出自明代詩人于謙的詩篇《立春日感懷》，指念念不能忘懷

的，是自己志在報效國家的一片熱血丹心

「為官避事平生恥」——談在香港當官不是輕鬆舒適的
事情

出自金元之際文學家元好問的詩篇《四哀詩．李欽叔》，意即要

敢於擔當，遇事不躲不退，應是為官的原則和基本素質。得

過且過、敷衍懦弱、害怕擔責，這樣的為官態度是生平恥辱

「上下同欲者勝」——談團隊精神必不可少

出自《孫子兵法．謀攻》，意指只有集體中的所有成員上下一

心，擁有共同的目標和信念，方可取得勝利

就職誓詞內容
林鄭月娥

本人林鄭月娥謹此宣誓：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
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對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

主要官員

我謹此宣誓：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____（職務），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遵
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

行政會議成員

我謹此宣誓：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
會議成員，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遵守
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慶祝香
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區第五屆
政府就職典禮昨日上午隆重舉行。會場內
高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
區區旗。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
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在香港
特區第五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丈夫林兆
波陪同下步入會場時，全場起立，熱烈鼓
掌。上午9時，慶祝大會暨就職典禮開始。
全體起立，高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習近平與林鄭等官員逐一握手
習近平其後步上主席台監誓。林鄭月娥

首先宣誓就職。她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舉起右手，依
照香港特區基本法的規定莊嚴宣誓，就任
香港特區第五任行政長官，也是香港回歸
以來首位女性行政長官。宣誓完畢，習近
平同林鄭月娥緊緊握手。
緊接着，習近平監誓，香港特區第五屆

政府20多位主要官員上台，由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率領宣誓就職。在宣誓完畢，習近
平同他們一一握手致意。
隨後，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成員，包括三

司十二局的官守成員，及16位非官守成員
在林鄭月娥監誓下宣誓就職。

習主席監誓 特區新班子就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會
見了新任特首林鄭月娥，希望她忠實履行行政長官職
責，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維護
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着力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保持香港繁榮穩定。
習近平在會面中首先祝賀林鄭月娥上任︰「站在香港回

歸祖國20周年的新起點上，你承擔的責任重大，使命光
榮，香港社會對你充滿期待，中央對你也寄予厚望。」
他相信，林鄭月娥一定能夠帶領新一屆特區政府和香

港社會各界人士團結進取、奮發有為，不斷推動香港各
項建設事業邁上新的台階。「中央將全力支持你和新一
屆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共同開創『一國兩制』偉
大事業新局面。」

林鄭：主席講話 增強團隊信心
林鄭月娥表示，習主席來香港視察，體現了中央對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支持。「習主席在港發表的幾次重要講
話增強了我們對謀劃未來的信心。我深知未來5年責任
重大，將全力用好香港優勢，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和管
治團隊一起把工作做好。」

把握四「始終」更好落實「一國兩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姚嘉華）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會見了新任特首林鄭
月娥和香港特區新任行政、立法、司法機
構負責人，並贈予三句話：「一寸丹心為
報國」，要站在國家的高度來觀察和思考
問題，自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為官避事平生恥」，要迎難而上、
積極作為；「上下同欲者勝」，要有團隊
精神，自覺維護管治團隊團結，堅決維護
行政長官權力，在工作上相互支持、相互
配合、相互補台，共同維護政府整體威信
和聲譽，「交出一份無愧於國家、無愧於
香港、無愧於自己的亮麗成績單。」

不斷提高管治水平
習近平昨日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

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
禮上發表的講話中，期望新一屆特區政府
可在未來5年廣泛團結社會各界，全面準
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守「一國」
之本，善用「兩制」之利，扎扎實實做好
各項工作。
他續說，新一屆特區政府要與時俱進、

積極作為，不斷提高政府管治水平；要凝
神聚力、發揮所長，開闢香港經濟發展新
天地；要以人為本、紓困解難，着力解決
市民關注的經濟民生方面的突出問題，切
實提高民眾獲得感和幸福感；要注重教
育、加強引導，着力加強對青少年的愛國
主義教育，關心、支持、幫助青少年健康
成長。
習近平強調，中央政府將一如既往支持

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支
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支持香港在
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人民幣國際化等重大發展戰略中發揮
優勢和作用。中央有關部門還將積極研究
出台便利香港同胞在內地學習、就業、生
活的具體措施，為香港同胞到廣闊的祖國
內地發展提供更多機會，使大家能夠在服
務國家的同時實現自身更好發展，創造更
加美好的生活。

在典禮後，習近平會見了林鄭月娥（見
另稿），其後在林鄭月娥陪同下，會見了
香港特別行政區新任行政、立法、司法機
構負責人，並發表講話。

三句話贈予新班子
習近平贈予新班子三句話：
一是「一寸丹心為報國」。香港是中國

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大家是香港特區政權
機構的主要成員，都要有國家觀念，在開
展政務活動或處理有關問題的過程中，
「要善於站在國家的高度來觀察和思考問
題，自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履行自己對國家的責任。」
二是「為官避事平生恥」。「一國兩

制」是前無古人的創舉，香港社會政治環
境又十分複雜，「這就決定了在香港當
官，不是一件輕鬆舒適的事情。」
習近平指出，在全面貫徹、準確落實

「一國兩制」方針、務實解決經濟民生方
面長期積累的矛盾和困難、加強青少年對
國家歷史文化教育、依法遏制「港獨」活
動、維護香港社會大局穩定，「都需要大
家迎難而上、積極作為，有的時候還要頂
住壓力、保持定力。」
三是「上下同欲者勝」。他強調，團隊

精神必不可少，特別是特區政府管治團隊
是一個整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勉勵大家要全面落實和完善以行政長官為
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處理好行政立法關
係，真正做到「議而有決、決而有行」，
確保政府依法施政的順暢高效。

管治團隊團結合作
習近平寄語大家要自覺維護管治團隊

團結，堅決維護行政長官權力，在工作
上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補台，共
同維護政府整體威信和聲譽，「只有這
樣才能保證政府施政堅強有力，才能提
高施政的效率。」
王滬寧、范長龍、栗戰書、王晨、楊潔
篪、張慶黎等分別參加有關活動。習近平昨日出席了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

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
府就職典禮，為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及主要官員監誓（見另稿），並發表了
重要講話。他指出，「一國兩制」作為一
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需要在實踐中
不斷探索。
他指出，「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目

前遇到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香港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制度還需完
善；對國家歷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傳有
待加強；社會在一些重大政治法律問題上
還缺乏共識；經濟發展也面臨不少挑戰，
傳統優勢相對減弱，新的經濟增長點尚未
形成；住房等民生問題比較突出。
就此，他對今後更好在香港落實「一國

兩制」提出四點「始終」：

「一國」根深本固 才能葉茂枝榮
第一，始終準確把握「一國」和「兩

制」的關係。「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葉
茂；「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榮。「一
國兩制」的提出，首先是為了實現和維護
國家統一。在「一國兩制」的具體實踐
中，必須牢固樹立「一國」意識，堅守
「一國」原則，正確處理特區和中央的關
係。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
力和香港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
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觸碰了底線，絕
不能允許的。
他強調，要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

「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香港
特區高度自治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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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國兩制』這艘航船才能劈波斬浪、行
穩致遠。」

憲法基本法共同構成港憲制基礎
第二，始終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回

歸完成了香港憲制秩序的巨大轉變，國家
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區的憲
制基礎。習近平強調，在落實憲法和基本
法確定的憲制秩序時，要把中央依法行使
權力和特別行政區履行主體責任有機結合
起來；要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
機制；要加強香港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
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宣傳教育，「這
些都是『一國兩制』實踐的必然要求，也
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維護香港法治的應
有之義。」

珍惜發展機遇「蘇州過後無艇搭」
第三，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發

展是永恒的主題，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
是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金鑰匙。習近平指
出，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有着許多
有利發展條件和獨特競爭優勢，他並引用
香港俗語「蘇州過後無艇搭」，呼籲港人
一定要珍惜機遇、抓住機遇，把主要精力

集中到搞建設、謀發展上來。

「泛政治化」阻礙經濟社會發展
第四，始終維護和諧穩定的社會環

境。習近平指出，香港是一個多元社
會，對一些具體問題存在不同意見甚至
重大分歧並不奇怪，但倘陷入「泛政治
化」的漩渦，人為製造對立、對抗，那
不僅於事無補，更會嚴重阻礙經濟社會
發展。只有凡事都着眼大局、理性溝
通、凝聚共識，才能逐步解決問題。
「從中央來說，只要愛國愛港，誠心誠
意擁護『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不論持什麼政見或主張，
我們都願意與之溝通。」
王滬寧、范長龍、栗戰書、王晨、楊潔

篪、張慶黎等出席慶祝大會暨就職典禮。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梁振英，澳門

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及香港各界代表和
特邀嘉賓也出席了慶祝大會暨就職典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昨日在慶祝香港回

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

職典禮上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指出，今後在香港

把「一國兩制」落實得更好，需要有四點「始

終」：始終準確把握「一國」和「兩制」的

關係；始終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始終

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始終維護和諧

穩定的社會環境。他指出，「和氣致

祥，乖氣致異」。香港有不錯的家

底，但在全球經濟格局深度調整、

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也面

臨很大的挑戰，經不起折騰，經

不起內耗。只有團結起來、和衷

共濟，才能把香港這個共同家

園建設好。

（講話全文刊A7版）

擺正兩者關係 恪守憲法基本法 聚焦發展 維護和諧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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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語新班子：一寸丹心為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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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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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典禮昨日隆重舉行。國家主席
習近平出席並發表重要講話。

■■由習近平主席監誓由習近平主席監誓，，林鄭月娥宣誓就任林鄭月娥宣誓就任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 新華社新華社

■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監誓之
下，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
政府主要官員宣誓就職。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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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酉年六月初九 十四小暑
港字第24579 今日出紙2疊8大張 港售8元

星
期
日大致多雲 幾陣驟雨

氣溫27-31℃ 濕度：70-95%

本疊內容：重要新聞 文匯論壇 香港新聞 愛中國的100個理由 中國新聞 兩地融通 台海新聞 神州大地 國際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