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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寶龍兼任主任
港澳辦職能升格

全國政協副主席掛帥 張曉明駱惠寧傅自應任副主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香港文匯報訊 國務院昨日
公佈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夏寶龍
兼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職務，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
日發表聲明，表示有關安排體
現了中央政府重視港澳事務。
林鄭月娥在聲明中表示，歡

迎夏寶龍副主席兼任國務院港
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
辦是主管香港事務的中央政府
機構，與特區政府關係密切，
由夏寶龍副主席兼任港澳辦主
任體現了中央政府重視港澳事
務。」
她深信在夏寶龍副主席領導

下，國務院港澳辦會繼續支持
特區政府的工作，全面貫徹落
實「一國兩制」，推進香港各
方面的發展，確保香港長期繁
榮穩定。

澳門特首發賀函
澳門特區行政長官賀一誠同

日發出賀函，祝賀夏寳龍兼任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在中央

政府的堅強領導下，我們將繼續與國務院
港澳辦加強溝通，密切合作，全面準確貫
徹『一國兩制』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基
本法辦事，共同推動具有澳門特色的『一
國兩制』成功實踐行穩致遠。」

國務院港澳辦主要領導
主 任

夏寶龍
（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兼任）

副主任

張曉明
（分管日常工作，正部長級）

駱惠寧
（香港中聯辦主任，兼任）

傅自應
（澳門中聯辦主任，兼任）

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
龍其實與香港頗有淵源。他在浙江省任職時曾多次來
到香港，出席在港浙江團體活動，訪問香港社會各

界，大力推動兩地合作。在成為副國級領導人後，他也經
常會見上京參訪的香港政界、社團等不同團體。

夏寶龍自2003年出任浙江省委副書記後曾多次率團來港，與香
港社會各界人士廣泛交流，探討進一步擴大兩地經濟、教育、科
技、文化等領域的交流合作，深化青少年、浙籍鄉賢、基層民眾等
各層次人員交往的途徑和舉措。

其間，他曾多次出席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在香港舉辦的活
動，還在2011年率團來港考察期間，參觀新界鄉議局新落成的大
樓時贈送牌匾祝賀。

在浙江期間，夏寶龍多次會見赴當地考察的香港社會各界不同團
體，與香港保持着緊密聯繫，並高度讚揚愛國愛港社團在香港政治社
會事務中積極發聲，維護香港繁榮安定，也為浙江經濟社會發展作出
了積極貢獻。

夏寶龍於2011年在杭州會見香港媒體團時表示，他對香港文匯
報很有感情，訂閱報紙多年；還在2013年時參觀《大公報》110周
年報史（浙江）展，並給予高度評價。

夏寶龍在成為副國級領導人後，也經常會見香港社會各界的訪京
團，與香港的緣分從未或斷。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與港淵源深厚 力促兩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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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家好）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指出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並為這個新時代描繪藍圖、制定方略、作出全面部
署，包括「一國兩制」事業和港澳工作。香港政界人士認為，由全國政
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夏寶龍兼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有助將十九大精神落
到實處，並相信未來港澳工作會更有系統，相關措施亦會陸續出台。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中央堅定執行「一國兩制」，目前最關鍵就

是如何更全面及充分地落實「一國兩制」，而在落實的過程中，會牽涉到
治理的問題，中央從架構上作出調整，將令治理的工作更為順暢，預計未
來會按需要推出不同的措施。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指出，由國家領導級人物來主導港澳事

務，及統籌港澳辦的工作，體現了國家正逐步實現十九大的精神。一
直以來，中央十分關心香港事務，如前段時間的修例風波，及現時的
新冠肺炎疫情等，中央一直全力支持香港，相信只要對香港好的相關
措施，應該都會陸續出台。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表示，國務院港澳辦的人事調動，是
要整合及強化港澳事務系統，令中央能夠更加貫徹四中全會對港澳的
政策決定，更好駕馭香港的局面，尤其是維護國家安全、確保愛國者
治港、推動國民教育及防止香港的管治出現癱瘓情況。

1969年－1970年 河北大學附中教師

1970年－1972年 天津市河西區解放南路小學教師、

團支部書記

1972年－1975年 共青團天津市河西區委幹部

1975年－1976年 天津師範學院政教系進修班學習

1976年－1983年 共青團天津市河西區委常委、副書

記、書記

1983年－1985年 天津市河西區委街道部部長、體院

北街黨委書記

（1980年－1985年天津市河西區職工大學中文專業學

習）

1985年－1991年 天津市河西區副區長

1991年－1993年 天津市河西區委常委、副區長

1993年－1996年 天津市河西區委副書記、區長

1996年－1997年 天津市河西區委書記、區長

（1994年－1997年天津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

在職研究生學習；1995年－1996年中央黨校中青年幹

部培訓班學習）

1997年－1998年 天津市副市長

1998年－2003年 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長（其間：

1999年－2002年北京大學經濟學

院政治經濟學專業在職研究生學

習，獲經濟學博士學位）

2003年－2007年 浙江省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

2007年－2011年 浙江省委副書記

2011年－2012年 浙江省委副書記、代省長

2012年－2012年 浙江省委副書記、省長

2012年－2013年 浙江省委書記

2013年－2017年 浙江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2018年－ 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

2020年－ 兼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中共第十五屆、十六屆、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八屆

中央委員。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

主任委員（2017年4月增補）。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

主席。

新華社昨日報道國務院任免國家工作
人員，「夏寶龍兼任國務院港澳事

務辦公室主任；免去張曉明的國務院港澳
事務辦公室主任職務，改任國務院港澳事
務辦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正部長
級）；駱惠寧、傅自應兼任國務院港澳事
務辦公室副主任。」

國家級領導人領軍加強對港澳工作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由副國級的
全國政協副主席兼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加強了國務院港澳辦陣容，反映中央更重
視港澳工作，特別是過去大半年來，香港
發生很多事，「一國兩制」備受挑戰，相
信由國家級的領導人牽頭港澳工作，對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會有幫助。
他提到，國務院昨日公佈張曉明仍然是
正部級，即級別沒有改變，只是職務上有
調整，「調整的原因只是因為有一個國家
級的主任出現了，所以當定了大政方針
後，幾個副主任就可以一同分工合作，落
實方針。」

張曉明因架構變動而調動職務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指出，是次人
事變動體現了中央對港澳事務的高度關
注，對香港而言是一件非常正面的事情。
其中，張曉明仍是正部級人物，主要工作
可以理解為「常務副主任」，其他兩位中
聯辦主任亦只是兼任副主任，可見純粹是
因為架構的變動而調動工作。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表示，兼任國務
院港澳辦主任的夏寶龍擔任過浙江省委書
記，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其資
歷、能力和政績，將能整合港澳系統工作
和各方面的力量。他續說，由於夏寶龍本
身的職級高，所以在整合後張曉明新職為
分管日常工作副主任，是一個理所當然的
安排，且其級別仍然是正部級。
全國政協委員、「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總裁張志剛表示，由副國級領導人去主管
整個國務院港澳辦，將港澳辦的職能「升
格」，顯示中央重視港澳工作。
他指出，經改組後的國務院港澳辦與之
前已經不一樣。雖然張曉明的職務有點改
變，但他仍屬正部級，只是上面多了一個
更高級的領導去擔任主任職務，所以是次
任免與升職、降職沒有關係。

提升港澳工作系統地位功能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認為，由
夏寶龍兼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可能反映
中央政府眼中的香港問題，已提升至國家
安全層次，故對港政策要有重大轉變，並
提升港澳工作系統地位和功能。由於夏寶
龍過去無直接處理港澳事務，與香港政治
和經濟利益無任何轇轕，將可更大刀闊斧
處理香港問題。

國務院昨日公佈任免國家工作

人員，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

夏寶龍兼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原主任張曉明改任港澳辦分管日

常工作的副主任（正部長級），

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及澳門中

聯辦主任傅自應兼任港澳辦副主

任。多名香港政界人士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認為，是次調動

由副國級領導人掛帥國務院港澳

辦，並將香港澳門兩個中聯辦納

入港澳辦架構，實際上是將港澳

辦職能「升格」，是中央港澳工

作制度的重大變化，反映中央對

港澳工作的高度重視，同時有利

整合港澳系統工作和各方面的力

量，對香港是好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香港社會各
界都關注國務院的最新任命後中央港澳工作的
變化。香港政界人士昨日分析，新變化令國務
院港澳辦作為中央協調小組辦公室的職能實體
化，港澳辦作為領導機關和兩個中聯辦將可一
體化工作，等同於將5隻手指握成一個拳頭，
令大家可以更專注於自己的強項工作，而由副
國級領導人去主管港澳辦，在調動資源及協調
各方面都會更加有優勢。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表示，國家主席習近
平此前提出的「五大戰區軍改」、「大灣
區」、「長三角」，這些整合都令國家的經濟
發展更好，大家都一致叫好。國務院港澳辦是
次與兩個中聯辦「整合」後，將提升港澳辦的
位置和影響力，「將5隻手指握成一個拳頭，
就會更加有力。」

調整架構 更好落實中央政策
全國政協委員、「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

張志剛表示，是次的變動讓香港和澳門的中聯
辦主任都兼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可以理順
過去不協調或存在職能不清楚的地方，「本身
港澳辦及中聯辦是互不從屬的部門，是平行
的，但職能上會有一些重疊的地方，香港市民
都未必了解當中的分別」，故是次任命有助中
央落實港澳政策。
他續說，由副國級領導人主管國務院港澳
辦，在調動資源及協調各方面都會更有優勢。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認為，中聯辦
主任兼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的安排，旨在
「整合」港澳工作力量，令港澳工作系統可以
更團結積極貫徹中央對港政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表示，由於國務院
港澳辦及中聯辦的主任都是正部級，以前都不
知「誰高誰低」，現在就變得很清楚。是次重
大的調整，相信是基於整體工作的總考慮和良
好的安排，並相信在「一體化」後落實中央對
港的工作可以更有效率。

夏寶龍，男，漢族，

1952 年 12 月生，天

津市人，1969年8月

參加工作，1973年11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政

治經濟學專業畢業，

在職研究生學歷，經

濟學博士學位。

現任十三屆全國政協

副主席兼秘書長。

十九大精神落到實處

夏 寶 龍 簡 歷

■ 國務院昨日公佈，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夏寶龍兼任國務院
港澳辦主任。 資料圖片

■ 2011年，時任浙江省委副書記的夏寶龍（左二）來港，出席香港
浙江省同鄉會就職禮。 資料圖片

整合港澳系統 統籌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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