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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六關鍵 體會十九大
盼人代學習報告精神 促港融國家發展大局

據中聯辦網站載，王志民從「三
個思考和把握」的角度與港區

人大代表們暢談交流對十九大及十
九大報告的認識和體會：
一是從「大民主大特色」、「大

自信大氣場」和「大影響大格局」
思考和把握中國共產黨鍛造世界上
最強大政黨的信心和行動；
二是從「新時代新思想」、「新

目標新征程」和「新定位新機遇」
思考和把握十九大的豐富內涵和重
大意義；
三是從十九大報告的大格局、大戰
略、大願景中去思考和把握國家發展
給香港帶來的巨大機遇和紅利。

「有機結合」落實「四不」
王志民分享了自己對十九大報告
關於港澳論述的理解，並用6個關
鍵句和關鍵詞對此進行了闡述。一
是「四個不」和「有機結合」。
「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
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
變形、不走樣」，是推進「一國兩
制」事業的基本原則和要求。「必
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
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
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是落
實「四個不」的關鍵和核心。

嚴按憲法基本法辦事
二是「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
事」。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擁
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和基本法共同
構成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
礎。十九大報告強調，按照憲法和
基本法辦事，昭示了中央依法保障
「一國兩制」實踐的決心和意志。

肯定特區「積極作為」
三是「積極作為」。這是對特別
行政區整個管治團隊的要求，也是
對以林鄭月娥行政長官為首的新一
屆特區政府開局以來勇於擔當、奮
發進取的充分肯定。

地區不應成國安漏洞
四是「憲制責任」。按照總體國
家安全觀的要求，一國之內的任何
地區都不應成為國家安全的短板、
漏洞。曾有人講過，在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方面，只有「一國」之
責，沒有「兩制」之分。十九大報
告點出這個問題，值得香港社會認

真思考。

港優勢助國家發展
五是「融入」。十九大報告中論

述內地發展的許多戰略部署都和香
港息息相關，從「貫徹新發展理
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到
「一帶一路」、人民幣國際化，再
到「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等各項
舉措，都是對香港的重大利好。香
港擁有很多獨特優勢，完全可以在
國家發展大局中發揮所長，共享國
家發展的大蛋糕。

增港青社會愛國教育
六是「愛國者為主體」、「國家

意識」和「愛國精神」。堅持由以
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
確保特別行政區政權牢牢掌握在愛
國者手中，是「一國兩制」的本質
要求，也是香港長治久安的根本保
障。為此，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發
展壯大愛國愛港力量，旗幟鮮明地
加強對全社會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
神的教育、宣傳、培養與傳承，增
強香港青少年和全社會的國家意識
和愛國精神，打造與「一國兩制」
相適應的主流社會意識形態。
王志民對港區第十二屆全國人大

代表作為國家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
組成人員和愛國愛港隊伍的核心骨
幹力量，在國家和香港政治生活和
香港重大政治鬥爭中發揮的重要作
用給予高度評價。
王志民說，本屆港區人大代表五

年來共提出建議750多件，議案4
件，為國家制定完善經濟社會發展
相關法律和政策提供了重要參考；
在政改工作中，36位全國人大代表
3次發表聯署聲明，呼籲以理性務
實、和平合法的方式推進香港政制
發展。
他希望代表們結合學習十九大精

神的體會，繼續為推動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為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和香港的繁榮穩定作
出新的更大貢獻。希望部分不再擔
任下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的人士，不
忘初心，繼續發揮自己的才幹和影
響力，關心支持國家與香港的發
展，一如既往為國家、為香港貢獻
智慧和力量。
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和有關部門

負責人參加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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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聯辦主任王志民11月

16 日在九龍維景酒店與 30 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集體會

面，向他們宣講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精神，

解讀十九大報告對港澳問題的重要論述。王志民從「三個

思考和把握」的角度與港區人大代表們暢談交流對十九大

及十九大報告的認識和體會，並分享了自己對十九大報告

關於港澳論述的理解，並用6個關鍵句和關鍵詞對此進行

了闡述。他希望代表們結合學習十九大精神的體會，繼續

為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和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中聯辦主任王志
民宣講十九大精神，解讀十九大報告對港澳問題的
重要論述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范徐麗泰、代
表召集人譚惠珠積極回應王志民主任的講話，表
示王主任對十九大報告的解讀，有助於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全面、準確理解十九大精神，特別是十九大
對於香港工作的新定位、新要求、新部署。

范徐麗泰和譚惠珠認為，十九大報告確立了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思
想，對中國未來發展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提
出全面決勝小康社會，決戰兩個「一百年」目
標，令人鼓舞。
她們強調，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要積極有為，
帶頭樹立國家觀念和憲法意識，認真維護「一

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要帶頭學習宣傳十九
大精神，在履職盡責中體現建制意識，在團結
協作中體現大局意識，形成推動香港發展合
力；要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履行維護
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積
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推進香港「一國兩制」
成功實踐行穩致遠。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昨
日在中聯辦副主任黃蘭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陪同下，
參觀港珠澳大橋香港接線，了解港珠澳大橋香港段項目的工
程進度。他觀看了介紹高架橋工程的展板，並到訪大橋工程
資訊中心，聽取路政署港珠澳大橋香港工程管理處處長李偉
彬介紹港珠澳大橋香港段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與廣東省省長馬興瑞今日會簽訂
有關「一地兩檢」的合作協議，正式啟動「三步
走」程序。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鄒
平學昨日指出，「一地兩檢」安排是最佳的方
案，而其本質是粵港兩地在交通及經濟方面的合
作，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以至進一步發展，符合
「一國兩制」的精神和基本法。
立法會通過由特區政府提出的、支持在廣
深港高鐵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的議
案。香港特區政府昨日宣佈，林鄭月娥與馬
興瑞今日會正式簽署《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
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
「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推展於廣深港
高速鐵路（廣深港高鐵）香港段西九龍站進
行香港及內地的清關、出入境及檢疫等相關
手續安排的有關工作。
根據「三步走」建議方案，特區政府及內地
有關方面日後將共同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
決定批准及確認《合作安排》，然後據此展開
本地立法工作，務求如期在西九龍站落實「一
地兩檢」安排，發揮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運

輸、社會和經濟效益，並為乘客帶來最大的便
利。

鄒平學：「兩地兩檢」不可行
鄒平學昨日在香港出席「香港回歸20周年

《基本法》國際研討會」時指出，香港要繼續
發展國際化城市的優勢，就有必要在高鐵作出
高效、便利及快捷的安排。他說「一地兩檢」
是高鐵香港段通關安排的最佳方案，雖然有人
提出「兩地兩檢」及「多地多檢」等其他方
案，但從經濟成本、效益、工程及高鐵特點均
不可行。
他指出，「一地兩檢」方案並沒有不可克服

的法理障礙，而有關安排是在內地及香港平等協
商後，共同決定實施「一地兩檢」方案，本質上
屬於兩地在交通及經濟方面的合作，並非法律問
題，亦非政治問題，不會損害「一國兩制」、高
度自治。
鄒平學解釋，實施「一國兩制」並不是要把

內地與香港隔絕，而是保持香港的獨特性的同
時，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協助香港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中央政府已將包括出入境管制權的各

種自治權給
予香港，特
區政府完全
可 以 根 據
「 一 國 兩
制」精神，
和香港基本
法的原則來
處 理 的 權
力，包括劃
一個特定區
域予內地出入境機構執法，此舉將有利於香港
及內地的互利合作。
他說，「一國兩制」是一個全新的視野、創

新的制度，並笑問道：「（基本法）起草的時
候誰知道有高鐵？現在中國發展那麼快，還有
很多新鮮的（科技），將來人工智能還會接觸
新的問題！」即使「一地兩檢」的概念在香港
基本法中沒有「明確依據」，但大家應該以發
展的眼光、創新的思維來看待，並繼續與內地
各方面緊密聯繫，包括經濟、貿易、人員交流
等，以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

港粵今簽合作安排港粵今簽合作安排「「一地兩檢一地兩檢」」啟啟「「三步走三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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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民講話重點
一、認識和體會十九大及十九大

報告的「三個思考和把握」

1.「大民主大特色」、「大自信大氣場」

和「大影響大格局」思考和把握中國

共產黨鍛造世界上最強大政黨的信心

和行動

2. 從「新時代新思想」、「新目標新征

程」和「新定位新機遇」思考和把握

十九大的豐富內涵和重大意義

3. 從十九大報告的大格局、大戰略、大

願景中去思考和把握國家發展給香港

帶來的巨大機遇和紅利

二、理解十九大報告港澳論述的6

個關鍵句和關鍵詞

1.「四個不」和「有機結合」

■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

■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

■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區全面

管治權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

起來

2.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昭示中央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的

決心和意志

3.積極作為

■ 是對特區整個管治團隊的要求，也是

對新一屆特區政府的充分肯定

4.憲制責任

■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方面，只有「一

國」之責，沒有「兩制」之分

5.融入

■香港完全可以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發揮所

長，共享國家發展的大蛋糕

6.愛國者為主體、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

■必須旗幟鮮明地發展壯大愛國愛港力量

■必須旗幟鮮明地加強對全社會的國家

意識和愛國精神的教育、宣傳、培養

與傳承

■■中聯辦主任王中聯辦主任王
志民與港區人代志民與港區人代
集體會面並發表集體會面並發表
演說演說。。

■鄒平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港區人代前晚出席了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