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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有我們共同的情懷
——在慶祝國務院港澳辦成立4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
（2018年9月13日）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張 曉 明

香港文匯報訊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昨日召
開慶祝成立 40 周年座談會，辦黨組書記、主任
張曉明發表題為《這裡有我們共同的情懷》的主
旨講話，全文如下：
尊敬的各位老領導、各位新老同事：
大家好！
今天我們歡聚一堂，慶祝國務院港澳辦成立40
周年。作為一名有30多年「辦齡」的港澳辦人，
我首先對各位尊敬的老領導、老同事回到辦裡來參
加辦慶活動表示誠摯的歡迎和感謝，並向全辦同志
致以節日的祝賀和問候。我想，此時此刻，我們的
心情可以用一句話來描述：這裡有我們共同的情懷。
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
理、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韓正同志讓秘書
打電話，轉達他對港澳辦成立 40 周年的祝賀和
對幾代港澳辦人所作貢獻的充分肯定。韓正同志
正在外地出差，仍然關心這件事，表明了以習近
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港澳工作的高度重視，
也顯示了韓正同志的港澳情懷。讓我們以熱烈的
掌聲表達我們由衷的感激！
正如大家剛才觀看的辦史短片《港澳辦走過
的 40 年光輝歷程》所介紹的，與我們港澳辦成
立相關的大日子有兩個。一個是 1978 年 8 月 13
日，中共中央在當天批准的《關於港澳工作會議
預備會議情況的報告》中決定：「為加強對港澳
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糾正克服各自為政、自亂
步調的現象，港澳工作全部歸中央直接領導，成
立中央港澳小組協助中央歸口掌管港澳工作。中
央港澳小組的辦事機構為國務院港澳辦公室。」
這份文件可以說是我們港澳辦的「出生證」，這
一天可視為我們港澳辦的「誕生日」。另一個日
期是一個月後的9月13日，國務院發文批准港澳
辦的機構設置和人員編制，確定我辦下設 4 個
組，編制 45 人。這一天，可以說是我們港澳辦
組建之後的「開張日」。這次我們就是選擇了在
「開張日」這一天舉行我辦 40 周年慶祝活動。
大家知道，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也就是港
澳辦開張 3 個月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這次會議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
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提出了後
來被列入新時期三大歷史任務的祖國統一大業，
我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由此開啟，我們港
澳辦被賦予了收回香港和澳門、推進祖國統一的
光榮使命。可以說，我們港澳辦應運而生，是改
革開放的產物，是大時代的「弄潮兒」。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弦歌不輟，薪火相
傳。40 年來，歷代港澳辦人在黨中央、國務院
的堅強領導下，緊緊圍繞香港、澳門順利回歸和
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這一時代課題，緊緊抓
住推動「一國兩制」從科學構想變為成功實踐這
一工作主線，凝心聚力，奮發有為，貢獻了智
慧，付出了辛勞，收穫了成果。
在這 40 年中，我們為中央出謀劃策，研究提
出解決香港、澳門問題的具體方針政策建議，為
「一國兩制」方針的形成作出了歷史性貢獻。港
澳辦成立伊始所辦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按照中央
的要求拿出一個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的具體方案。
1979年3月底，鄧小平同志在會見到北京「投石
問路」的港督麥理浩時明確表示，香港主權屬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
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問題本身不能討論。但
可以肯定的是，到了 1997 年，香港問題不管如
何解決，香港的特殊地位可以得到保證。這一點
請投資者放心。這次會見後，香港回歸問題提上
中央的議事日程。此後一段時間，小平同志親自
調研，多次會見港澳知名人士。1981年4月，廖
承志同志主持起草了一份給中央的報告，建議
1997 年如期收回香港，並根據小平同志的「一
國兩制」構想和有關講話精神，參考中央對解決
台灣問題的政策，提出了關於收回香港後所採取
政策的初步設想。此後，又帶領港澳辦同志對收
回香港涉及的各種問題分門別類地開展研究，並
派出工作小組到香港聽取社會各階層、各方面的
意見和建議。1982年3月，廖承志同志向中央呈
報了《關於解決香港地位問題的初步方案和近期
工作的報告》，提出了解決香港問題的一系列基
本方針政策，也就是後來大家所熟知的「十二
條」。這就意味着在 1982 年 9 月撒切爾夫人訪
華、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開始談判前，我國政府
對香港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已基本確立。在同英國
就香港前途問題舉行外交談判的同時，廖承志同
志又召集有關部門對原來擬定的十二條基本方針
政策作了進一步修改，並於 1983 年 3 月 27 日將
修改後的方案上報中央，鄧小平同志 4 月 4 日在
這個報告上作出了「我看可以，茲事體大，建議
政治局討論」的重要批示。這「十二條」後來成
為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的核心內容。
在這40年中，我們參與外交談判，為簽署中英、
中葡聯合聲明，以和平方式解決港澳問題和為國家
改革開放營造良好外部環境作出了歷史性貢獻。我
辦在台前幕後參與了外交部為主進行的中英、中葡
談判。在談判桌上，先後打掉了英方拋出的「三個
條約有效論」、「以主權換治權」等主張，挫敗了
英方打「經濟牌」「民意牌」等向我施壓的圖謀。
經過第一階段的試探拉鋸和第二階段22輪艱苦談
判，最終於1984年12月19日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
之後，又經過4輪談判，於1987年4月13日簽署了
中葡聯合聲明。香港、澳門問題的和平解決，為香
港、澳門實現政權順利交接和平穩過渡奠定了基礎，
為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

境，為和平解決國家間歷史遺留問題和國際爭端提
供了範例。
在這 40 年中，我們精心組織制定香港基本法
和澳門基本法，為依法治理港澳、奠定香港和澳
門長期繁榮穩定的法治基石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先後成立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
員會和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兩個起草委員會
的秘書處都設在我辦，起草的實際組織工作也由
我辦承擔。鄧小平同志講，我們的「一國兩制」
能不能夠真正成功，要體現在香港基本法裡面。
為了制定這樣一部史無前例的法律，從1985年7
月 1 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在北京舉行第一次
全體會議，到 1990 年 4 月 4 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香港基本法，起草委
員會連續工作 4 年零 8 個月，大小會議召開了
100 多次，並在香港成立基本法諮詢委員會，通
過各種形式廣泛徵詢意見，在全國範圍內兩上兩
下收集意見。在座的許多同志都直接參與了基本
法的起草和相關服務保障工作。香港基本法通過
後，小平同志盛讚它是「一部具有歷史意義和國
際意義的法律」「一個具有創造性的傑作」。這
是對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高度肯定，也是對港澳
辦人的最高褒獎。後來，又經過 4 年多的努力，
於 1993 年 3 月 31 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
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澳門基本法。這兩部基本法
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法律化、制度化，與憲法
共同構成了兩個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
在這 40 年中，我們有條不紊地開展香港、澳
門回歸和籌建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各項工作，為實
現港澳政權順利交接和平穩過渡作出了歷史性貢
獻。過渡時期既有合作又有鬥爭。我們緊緊依靠
廣大港澳同胞，努力排除各種干擾，扎實推進工
作。面對 1989 年政治風波後國際風雲變幻和英
方在香港問題上的不合作態度，特別是針對英方
挑起的「兩局共識」、「居英權計劃」、「人權
法案」、「三違反」政改方案、「玫瑰園計劃」
等問題，我們展開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設立
港事顧問，及時組建預委會、籌委會，成立臨時
立法會，以我為主，「另起爐竈」。我辦許多同
志參與了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葡聯合聯絡小組
和兩個土地委員會的工作，為磋商解決香港和澳
門參與一系列國際組織和條約、港澳居民身份證
件安排、終審法院設立、香港新機場建設、預留
財政儲備、駐軍和防務交接等一系列關係到港澳
政權交接和平穩過渡的重要問題，作出了應有的
貢獻。我們還設法推動葡方解決澳門面臨的公務
員本地化、法律本地化、中文官方語文地位等澳
門過渡期的三大問題。香港、澳門政權交接在一
片歡慶祥和的氣氛中完成，中間沒有出現權力和
法律真空，政府運作如常，社會秩序井然，市民
安居樂業。這些正如習總書記去年在香港視察時
所說，改變了歷史上但凡收復失地都要大動干戈
的所謂定勢，在古今中外都是很少見的。
在這 40 年中，我們穩妥應對香港、澳門回歸
後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勇於開拓，為回答好
我們黨治國理政面臨的這一嶄新課題作出了歷史
性貢獻。香港、澳門回歸前，國際社會各種悲觀
預測、唱衰言論甚囂一時。中央堅定不移地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在比
較短的時間內牢固地樹立起不干預特區政府自治
範圍內事務的良好形象，安定了港澳人心。面對
亞洲金融危機、非典疫情和國際金融危機對港澳
造成的嚴重衝擊，我們積極協調中央有關部門和
地方，採取簽署 CEPA、開放赴港澳個人遊等政
策舉措，幫助香港經濟實現復甦，支持澳門開放
博彩市場，促進澳門經濟跨越式發展。港澳同胞
由此感受到祖國的堅強後盾作用。針對香港終審
法院居港權案判決產生的嚴重政治和社會後果，
以及後來圍繞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出現的激烈爭
論，我們建議中央依照基本法行使有關權力，以
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和對政制發展作出決
定的方式，解疑釋惑、定分止爭，維護了中央權
力和基本法權威，有效解決了基本法實施過程中
的實際問題。我們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着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支持愛國
愛港、愛國愛澳力量發展壯大，在各種選舉中勇
創佳績；推動內地與港澳各領域的交流合作，建
立各種合作機制。我們支持深圳灣口岸「一地兩
檢」模式創新，促成澳門大學遷至橫琴新校區。
港澳回歸後與內地各領域交流合作的廣度和深度
不斷拓展，成果豐碩，我辦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
統籌協調和支持促進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以習近平總書記關於
港澳工作的重要論述為指引，堅持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積極有為，為促使港澳特別
是香港局勢穩中向好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們
堅決貫徹中央有關決策部署，與有關方面共同努
力，辦成了許多大事難事喜事，形成了一批管長
遠、管根本的制度性成果。如：首次發表《「一
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就
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作出「8．31」決定；對基本
法第 104 條進行解釋，為取消宣誓違規議員的資
格提供更堅實的法律依據，有效打擊和遏制了
「港獨」活動；支持香港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
解決了惡性「拉布」問題；出台一系列惠港惠澳
和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學習、工作、生活的政策
措施，協調解決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一地兩
檢」和港珠澳大橋開通涉及的有關政策和法律問
題，支持港澳參與 「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和國家雙向開放，促進港澳與內地優勢互
補、共同發展。特別是妥善應對和處理持續 79

天的非法「佔中」事件，在國際上同類事件的處
理中堪稱範例，對香港近期局勢發展具有關鍵性
影響。
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我們深知，「一國兩
制」事業和港澳工作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最主
要的是黨中央正確領導的結果，是香港、澳門中
聯辦等中央各有關部門和地方共同努力的結果，
是全國人民大力支持的結果。從根本上來說，這
是我們國家日益強盛的必然。正如小平同志在談
到中英談判為什麼能夠取得成功時所說：「並不
是我們參加談判的人有什麼特殊的本領，主要是
我們這個國家這幾年發展起來了，是個興旺發達
的國家，有力量的國家，而且是個值得信任的國
家。」
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習近
平同志一直高度重視港澳工作，親自為「一國兩
制」事業掌舵領航。在港澳回歸前後比較長的時
間內，錢其琛同志分管港澳工作。2003年7月以
來，曾慶紅、習近平、張德江、韓正同志先後擔
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這幾位中央領導
同志為「一國兩制」事業和港澳工作傾注了大量
精力和心血，並曾到港澳辦親切看望大家。這些
都讓我們深切感受到中央的關懷。此時此刻，我
們倍加懷念創造性提出「一國兩制」構想的鄧小
平同志，倍加懷念為「一國兩制」事業作出歷史
性貢獻的廖承志、姬鵬飛、魯平、李後同志等已
經故去的港澳辦老領導老同事，我們衷心感謝廖
暉、王光亞同志和其他許多為「一國兩制」事業
作出重要貢獻的港澳辦老領導老同事，對長期以
來關心、支持「一國兩制」事業和港澳工作的各
方人士，我們都銘感於心。在此謹向他們致以崇
高的敬意。
我們今天召開這樣一個座談會，最主要的目
的，就是為了弘揚港澳辦的優良傳統，增強港澳
辦人的集體榮譽感，激發港澳辦人接續奮鬥的精
神動力。什麽是具有港澳辦特色的優良傳統呢？
近期我們安排了一些老同事訪談，也請了部分老
領導回到辦裡來為大家作報告。綜合他們的意
見，我想是不是可以簡要歸納為以下4條：
一是心繫家國事業重。可以說，港澳辦的同
事絕大多數都是被港澳工作吸引過來的，或者說
是被「一國兩制」事業感召過來的。港澳事務的
重要性和特殊性，就是我們選擇到港澳辦工作的
吸引力。港澳辦最早的一批老司長，如鄭偉榮、
諸樺、鄧強、莫瑞瓊、鍾鳴同志，本身就是香港
居民，他們是受新中國的感召回到內地的。港澳
辦人始終把國家和民族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始終把實現港澳順利回歸和平穩過渡、保持港澳
長期繁榮穩定作為一種神聖使命，並為之忘我工
作，甘於奉獻。為此，港澳辦很多同志「一生只
做一件事」，「從一而終」，不是把所從事的工
作當作養家糊口的職業，而是當作一項熱愛的事
業。我們的老主任廖承志同志，出生於革命家庭
和政治世家，自己也是「老革命」，一生坐過
「七次半」監獄，九死一生，歷盡磨難，但他始
終胸懷報國之志和樂觀主義精神，晚年為祖國統
一大業日夜操勞、殫精竭慮。1980年3月，他到
美國做心臟搭橋手術，由於這類手術的成功率當
時並不高，此前又發生了羅瑞卿大將在德國醫院
手術台上意外去世的事故，許多關心廖公的人都
勸他不要去冒這個風險。他在手術前給黨中央的
報告中寫道：「考慮到我目前的病情和心臟功能
日漸衰退的現實，如果繼續採用保守療法，即主
要靠藥物維護，是不能完全治癒的……這種狀
況使我不能正常地工作，實際上處於長期休養狀
態，這是等死狀態，我是絕不甘願的。如果手術
成功，將可以延長我為黨工作的時間，最少五
年，多到十幾年。」這段話是廖公以身許黨許國
的真情表白。魯平同志 1995 年 5 月初檢查出患
有胃癌，仍抱病完成原定到港澳出差的任務。在
胃切除四分之三、頭髮因化療脫光後還沒有再長
好的情況下，他就戴頂帽子回到辦裡上班，硬撐
着站完了香港回歸的最後一班崗。相信很多同志
都記得香港回歸前全辦上下超負荷運轉、整天忙
得熱火朝天的場景，有些同志曾經累得暈倒在會
議現場。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已成為港澳辦人
珍貴而溫馨的集體回憶，也詮釋了港澳辦人對黨
和國家事業的無限忠誠。
二是求真務實勇創新。「一國兩制」前無古
人，「一國兩制」實踐注定要不斷面臨新情況、
解決新問題、迎接新挑戰。港澳辦因為要與實行
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澳門社會打交道，特別注
重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我們充分考慮港澳的歷
史和現實情況，關注港澳的社情民意，把原則的
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並善於以創新
的思路舉措，解決一個個看似難解甚至無解的難
題。這個月下旬，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即將啟
用。在西九龍站設置內地口岸區，實行「一地兩
檢」查驗模式，一度被認為存在許多不可逾越的
障礙。但我一開始就篤信這件事一定能辦得成，
因為魯平同志講過的一個故事給我留下很深印
象。他 1978 年剛到港澳辦工作時，廖公就交給
他一個任務：到廣東協調處理香港與內地的「三
通」問題，重點是開通九龍至廣州的直通車。那
時人們思想觀念中「左」的烙印還很深，許多人
聽說這個想法後都直搖頭，認為在實行社會主義
制度的內地與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之間搞火
車直通，是不可想像的事，近乎「天方夜譚」。
但到了 1979 年 4 月 4 日，直通車順利開通了。所
以，如果與當年的歷史和社會環境作比較，現在
我們推進西九龍站「一地兩檢」這樣便利乘客、

惠及民生的好事，還能難到哪裡去呢？還有什麼
辦不成的理由呢？再往早說，港澳居民國籍問題
的處理辦法，基本法的解釋制度，預委會和臨時
立法會的設立，CEPA 的安排，深圳灣口岸「一
地兩檢」，以及澳門大學遷至橫琴新校區、為澳
門特別行政區劃定 85 平方公里水域，等等，哪
一件事不是創新呢？可以說，務實、創新是港澳
辦與生俱來的基因。
三是精簡高效儉為樂。廖公組建港澳辦之
初，就為港澳辦設置了比較高的「門檻」，甚至
招收到港澳辦的幹部，大多要由他親自面試。幾
十年來，港澳辦從來沒有大規模擴充，與歷任辦
領導對幹部隊伍重質不重量、盡職不攬權不無關
係。無論是新招錄的大學生和軍轉幹部，還是面
向社會的公開選調，都要精挑細選，特別是把好
政治關、品格關。雖然人手少，但出活兒，工作
質量好、效率高，常常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表揚
和其他部門的稱讚，連港澳辦的匯報材料都常常
被認為自成一體。基本法起草、第一任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選舉、回歸大典籌辦等大事，工作量
那麽大，都是靠着不足百人的團隊完成的。而我
們的辦公條件則一直相形見絀。從一開始在華僑
大廈租房辦公，到北新橋王大人胡同的小院，再
到永定路，後來又到甘家口百萬莊南街，輾轉 4
次才搬到今天月壇南街 77 號這個也只佔「半
壁」的大樓。建辦之初相當長一個時期，連食堂
都沒有，大家都是自己帶飯，中午在鍋爐裡簡單
熱一下就對付過去了。一張乒乓球台，休息時是
大家爭搶打球的地方，中午是大家圍坐的飯桌，
開會時還是共用的會議桌。但就是在如此簡陋的
辦公條件下，港澳辦人以艱苦樸素、勤儉辦事為
樂，幹成了一件件舉世關注的大事。
四是平等友愛一家親。這從稱謂就可以看出
來。同事之間，無論級別高低，過去都不叫官
職，而一律以同志相稱。辦領導從來不擺架子，
大家都是一個鍋裡吃飯，一起排隊取餐，不搞特
殊化。年長的同志對年輕人生活上關心，工作上
傳幫帶，既大力培養、大膽使用，又嚴格要求。
老同事常常設家宴招待單身青年，還熱心地幫着
介紹對象。遇有重大活動和專項工作，往往全辦
齊動員，相互多補台。剛才一些老領導老同志都
講到了特別懷念的一些人和事，都反映了那時候
港澳辦風清氣正的人際關係和機關風氣。
孔子說，人生「四十而不惑」。對於我們這
樣的一個單位來說，「四十不惑」，要求我們對
所擔負的使命和職責有更內在的自覺，對「一國
兩制」事業和港澳工作的規律性有更成熟的認
知，對如何應對各種風浪有更強大的定力。從黨
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來說，我們理應有這種
「不惑」。黨的十九大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
入了新時代，並把「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
國統一」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的十四條基本方略之一。這凸顯了「一國兩
制」事業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重要
地位，標誌着港澳工作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港
澳工作必須更好地融入和服務於這個大局。從
「一國兩制」事業和港澳工作的局部來說，如果
把港澳回歸前的中英談判、基本法起草和籌建特
別行政區等活動都算上，我們從事「一國兩制」
實踐已經有 30 多年時間。即使從港澳重新納入
國家治理體系、「一國兩制」全面付諸實踐算
起，也已經超過 20 年。經過這麼長時期的不斷
探索和經驗積累，我們也自信有這種「不惑」。
特別是以去年「七一」習近平總書記視察香港為
標誌，港澳形勢呈現穩中向好、持續向好的態
勢，我們對按照「一國兩制」方針進一步治理好
港澳、保持港澳的長期繁榮穩定愈加充滿信心。
國家強盛對港澳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心轉變的影響
是積極的、深遠的，也是不可逆轉的。當然，我
們也深知，正如任何偉大的事業都充滿艱難一
樣，「一國兩制」實踐的過程也不可能是一帆風
順的。「一國兩制」本身就包含也包容着矛盾對
立，港澳在實現平穩過渡的同時必然遺留不少隱
患和問題，新政權和新的憲制秩序的建立難免需
要一個過程，這些因素都決定了我們看待港澳的
一些現象和問題時，切忌理想化、簡單化、情緒
化。隨着港澳進入「五十年不變」的中期，許多
問題已經並會進一步顯現出來，再加上國際鬥爭
大格局的影響，把港澳治理好絕非易事。我們必
須以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港澳工作的重要論述為指
引，深刻認識港澳工作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
性，堅持全面準確地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以
前輩們為榜樣，迎難而上，敢於擔當，積極作
為，善於創新，深耕細作，久久為功。
我回辦裡工作馬上就滿一年了，在與大家共
事交流的過程中，我也一直在思考港澳工作如何
更好地配合黨和國家發展大局、港澳辦如何更好
地發揮作用的問題。這也是我們港澳辦每一名同
志都應該深入思考的問題。借此機會，我願就港
澳辦在新時代如何更好地履職盡責，與大家分享
4點想法：
一是當好中央處理港澳事務的參謀和助手。
這是港澳辦的基本定位和角色。我辦是國務院專
責港澳事務的辦事機構，同時也是中央港澳工作
協調小組的辦公室，在港澳工作系統中居於中樞
位置，承擔着統籌協調和歸口管理港澳事務的職
能。要加強戰略謀劃，從實現「兩個一百年」奮
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戰略高
度，深入思考事關港澳長期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
的重大問題，系統謀劃近期和長遠的港澳工作。
要加強調查研究，堅持問題導向，精準把握港澳

社情民意，善於通過調研洞幽察微，為中央決策
提供信息、提出建議。要加強統籌協調，與各有
關部門和地方保持密切聯繫，多溝通、多協商、
多服務，充分調動各方面包括地方港澳辦的積極
性，形成工作合力。要加強督促檢查，確保中央
的有關決策部署及時落到實處。
二是當好「一國兩制」方針的守護者。魯平
同志在香港回歸前就講過，港澳辦要當好「一國
兩制」的守門員。廖暉同志在與董建華行政長官
第一次會晤後就表示，港澳辦不僅要當好「一國
兩制」的守門員，還要當好特區政府的聯絡員、
港澳居民的服務員。這些表述都體現了不同階段
港澳辦的角色重點。今天我們講的「一國兩制」
的守護者，是個全面守護者的概念。一方面，要
充分尊重「兩制」差異，切實保障特別行政區的
高度自治權，堅定地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
政，防範和阻止干預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範圍內
事務的現象發生。另一方面，要堅決維護「一
國」原則，牢牢守住習近平總書記在去年「七
一」講話中明確的三條底線，對「港獨」等嚴重
違反「一國」原則、嚴重違反基本法的言行，堅
決採取「零容忍」的態度，與特區政府共同做到
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總之，要確保
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
「一國兩制」實踐不走樣、不變形。
三是當好港澳與內地融合發展的促進者。黨
的十九大作出了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戰
略部署。這種融入或融合發展，不是有些人擔心
的要模糊兩制差異或導致港澳「內地化」，而是
像韓正副總理最近所強調的，要遵循「一國兩
制」「依法辦事」原則，促進港澳與內地優勢互
補、共同發展，豐富「一國兩制」實踐、造福港
澳居民。無論是從國家發展全局需要來看，還是
從港澳自身發展需求來看，這種融合發展都是大
勢所趨。港澳辦在這個過程中要當好「媒人」，
找準切入點。特別是要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一帶一路」建設等國家戰略實施為重點，支持
港澳抓住新一輪戰略機遇，實現自身大發展。最
近我辦同事在就有關課題進行調研時，深圳一位
專家向我們建議新時代港澳工作要重點關注 4 個
關鍵詞：第一個是「治理」，就是要從國家治理
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從構建人類命運
共同體和全球治理體系的高度來考量和確立我們
對港澳的治理理念、思維和制度；第二個是「安
全」，就是要從國家總體安全的高度來全方位審
視港澳在政治、經濟、科技、金融等方方面面的
安全因素，健全和完善有關法律制度和安全體
系，並以其獨特之處為國家擴大開放起到安全閥
作用；第三個是「融合」，就是要從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的高度，特別是立足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這個平台，大力推進包括法律在內的制度和體制
創新，促進大灣區內人員、貨物、資金、信息等
要素的流通，既以港澳所長應國家所需，也以國
家所長應港澳所需；第四個是「離岸」，就是在
新一輪改革開放大格局中，不能僅僅把香港作為
經濟貿易的中轉站，更要充分發揮香港的獨特地
位和優勢，通過香港進行全球資源配置。這些看
法對我們不無啟發意義。可以說，推動港澳與內
地在經濟社會領域的融合發展，是港澳辦今後工
作的一個着力點和重頭戲，大有可為。
四是當好港澳同胞的貼心人。港澳辦的同志
首先要知港澳、懂港澳，為港澳同胞辦實事、辦
好事。一方面，我們要深入了解港澳的社會制度
和運行特點，深入了解港澳居民的思維方式、生
活方式，廣泛接觸港澳社會各界人士，與他們以
誠相待，多作坦率交流和換位思考，注重以理服
人、以情感人，以真心換真情。另一方面，我們
要想港澳同胞之所想、急港澳同胞之所急，發揮
好統籌協調有關政策制定的作用，積極回應港澳
社會的關切，幫助特區政府和港澳同胞解決實際
問題。最近我們剛剛會同公安部等部門出台了為
港澳台居民辦理內地居住證及相關的政策舉措。
要通過辦成這一類實事、好事，讓港澳同胞產生
實實在在的幸福感和獲得感。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主題和課題，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使命和責任。我為今天的座談會想了
兩句主題詞：「初心不忘事業重，四十不惑再奮
進」。什麽是我們港澳辦人的初心呢？我想，港
澳辦人的初心就是順利收回港澳，洗刷百年恥
辱，並在「一國兩制」下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
定。這包括兩方面，一是堅決維護國家統一和主
權，二是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這兩點正是
「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每一位港澳辦人都要
不忘這個初心，進一步增強歷史使命感和政治責
任感，強化「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
做到「兩個堅決維護」，在新征程上繼續砥礪前
行，當好「一國兩制」事業的傳承人和奮進者。
我想大家都記得去年「七一」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時，習近平總書記剛下飛機就對現場記
者講過的一句話：「香港發展一直牽動着我的
心」。這句話飽含深情。著名詩人艾青在他那首
膾炙人口的詩作《我愛這土地》中這樣寫道：
「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
得深沉。」由此我聯想到我們港澳辦人，無論是
離任的還是在職的，無論是對港澳現狀和港澳工
作「譽之深」的還是「責之切」的，大家都有一
種共同的情懷，就是我們都深沉地熱愛所從事的
這份事業，我們都真誠地希望「一國兩制」行穩
致遠，我們都由衷地期盼香港和澳門的發展越來
越好。這是我們港澳辦人始終不變的情懷！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