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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協委員：須正確認識黨治國理念與成就
籲握「十四五」規劃契機 融發展大局延續「一國兩制」事業光輝

●香港文匯報記者子京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昨日在「中國共產黨

與『一國兩制』主題論壇」主旨演講中，

闡明了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制」事業的

開創者、發展者、捍衛者。港區的全國政

協委員昨日表示，中國共產黨是推進「一

國兩制」實踐的最強大後盾，是港人福祉

的維護者。中央一系列撥亂反正的重大決策，讓香港從黑暴攬炒中走出

來，迎來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香港社會各界維護和尊重中國共產黨，

正確認識執政黨治國理政理念與成就，並把握「十四五」規劃所給予的

契機，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延續「一國兩制」事業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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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
「一國兩制」事業在中國共產黨開創、

發展和捍衛下，成績有目共睹。香港應該
把握契機、抓緊「十四五」規劃新機會，
為新時代的「一國兩制」延續光輝。從國
安法到完善選舉制度安排落實，香港發展
已經「從亂到治」，香港需要把握「十四
五」規劃所給予的契機，在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中延續「一國兩制」事業的光輝。
全國政協常委、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
主席蔡冠深：
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執政黨有此胸襟和
智慧，可以允許在一國之內實行兩種社
會制度。就在黑暴最猖獗的日子，共產
黨依然把香港市民的安全以及整體利益
放在第一位，堅定不移地維護「一國兩
制」，堅定穩妥地實現了由亂及治的重
大轉折。國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
略，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發展新格局，
實施「十四五」規劃，為香港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創造了不容錯失的重大機遇。
可以堅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香
港定將譜寫出新的華章。
全國政協常委林建岳：
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制」事業的創立

者，也是「一國兩制」事業的領導者和維
護者。正是國家執政黨一系列撥亂反正的
重大決策，讓香港從黑暴、攬炒中走出
來，實現由亂及治，使「一國兩制」重回
正軌。這讓港人看到中國共產黨是推進
「一國兩制」實踐的最強大後盾，是港人
福祉的維護者。
全國政協常委李家傑：
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從創
立「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到堅定維護
「一國兩制」，始終以民族整體利益和香
港人民的切身利益出發，讓香港一次次渡
過難關，一次次發展壯大。正是一代代的
共產黨人堅定不移地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和發展利益，堅定落實中央的全面管治
權，才有香港的繁榮穩定，長治久安。
全國政協常委胡定旭：
駱惠寧主任的講話清晰描述了中國共產

黨怎樣推進「一國兩制」事業。他絕對相
信歷史將繼續以事實來回應那些在今天仍
宣稱「兩制已死」「香港倒退」等無知與
偏見。
全國政協常委譚錦球：
在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大日子，讓香港

從此作為海外講述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
心執政故事的主場的開始，講好中國共產
黨四個故事：一是始終支持香港、在解決
香港問題中不斷完善「一國兩制」、維護
香港繁榮穩定故事；二是始終不忘初心、
為人民過上好日子奮鬥故事；三是承擔大
國責任、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故事；四是
成功讓社會主義在中國取得成功、帶給人
類探索新道路的故事。

增祖國歸屬感認同感自豪感
全國政協常委吳良好：
中國共產黨確保「一國兩制」事業始終

沿着正確方向前進，是「一國兩制」不變
的根本保證。市民不會忘記，中央一系列
撥亂反正的重大決策，讓香港從黑暴攬炒
中走出來，迎來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希
望香港社會更好領會中國共產黨對「一國
兩制」初心的堅守，進一步增強對中國共
產黨的認同感，進一步增強身為中國人的
自豪感。
全國政協常委余國春：
沒有誰比中國共產黨更堅守「一國兩

制」的初心。相信廣大香港同胞一定能進
一步增強對祖國的歸屬感，增強對中國共
產黨的認同感和增強作為中國人的自豪
感，不斷推動香港更好地融入發展大局，
發揮新作用，實現新發展，為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作出更多貢獻。
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高
敬德：
中央撥亂反正的一系列英明決策，使

香港實現了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我們
要更加堅定不移地支持實施香港國安法
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只有堅持和維護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使「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
屠海鳴：
得益於中國共產黨的大力推動，回歸以

來，香港的發展雖有曲折，但一路向前，
「一國兩制」事業在探索中不斷向前。這
體現出中國共產黨的非凡智慧和能力。那
些以抹黑中共為主業的美西方一些政客和
媒體，應該好好看看，中國共產黨並不是
他們所描繪「僵化、教條、狹隘、自
私」，而是一個有大視野、大格局、大擔
當、大作為的世界第一大黨！

體會堅守「一國兩制」良苦用心
全國政協委員姚志勝：
港人在香港經歷過回歸以來包括黑暴由

亂及治在內的風風雨雨，更能深刻體會執
政黨堅守「一國兩制」事業的良苦用心和
前進力量。社會各界維護和尊重中國共產
黨，正確認識執政黨治國理政理念與成
就，定能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續寫嶄新
篇章。
全國政協委員楊莉珊：
「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人充滿政治

智慧的時代創造，也歷經檢驗，充分證明
兩種制度並存可以凝聚出巨大合力。正是
在中國共產黨強有力的領導下，特區政府
針對突出矛盾問題查缺補漏，先後通過頒
布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善特別行政區選舉
制度等，確保「一國兩制」的憲制基礎牢
固穩定。

全國政協委員張學修：
駱惠寧主任的講話特別接地氣、鼓舞人

心，具有非常重要意義：一是在香港學習
和回歸黨的百年歷史，肯定共產黨的歷史
領導、地位、作用和影響力，加深港人對
共產黨的認識、尊重、擁護。二是港人更
認識了解共產黨與國家民族的關係。三是
肯定共產黨與香港的關係。只有中國共產
黨，香港才能回歸祖國，並成功實現「一
國兩制」，開創歷史新紀元。
全國政協委員陳清霞：
聆聽後有三點體會：一是「一國兩制」

的開創和發展，凝聚了幾代領導人的政治
智慧和時代創造。二是黨創新發展「一國
兩制」理論和實踐，賦予其豐富內涵和時
代特色。在國家的強大支持下，香港將繼
續沿着正確的發展軌道前行。三是中央具
有強大執政能力，依法行使對香港的全面
管治權。在「一國兩制」實踐中，沉着應
對各種困難和挑戰，不斷完善同憲法和基
本法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堅持「愛國者治
港」，確保香港長治久安。

為港長治久安作出巨大貢獻
全國政協委員黃華康：
國家長期非常關心香港的發展，維護

「一國兩制」，確立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
序為香港培育新優勢，積極推動香港與祖
國更緊密相連，迎接更好的發展機遇。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一定能夠實

現，新時代的「一國兩制」實踐一定能續
寫嶄新篇章，我們對國家和香港未來發展
充滿信心。
全國政協委員魏明德：
中國共產黨開創了「一國兩制」的偉大

構想。事實證明，香港在1997年回歸祖國
後，得以順利平穩過渡、繼續保持繁榮穩
定，是祖國對香港長期大力支持、關愛的
成果，也是「一國兩制」為香港提供的制
度保障。
全國政協委員簡松年：
駱惠寧主任的講話令我們更加認識中國

共產黨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過程
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取得的成果，深
深感受到共產黨為了香港的長治久安而創
立的偉大構思和作出的巨大貢獻，對於了
解「一國兩制」的建立背景和歷史原因有
很大幫助。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表示，中國共產黨是推進「一國兩制」實踐的最強大後盾，是港人福祉的維護者。圖為市民路過政府的「國家安全
法」宣傳板。 資料圖片

●圖為港島商廈的「國家安全 護我家園」
宣傳廣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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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即將迎來百年華誕，香港回歸
祖國也快滿 24 年，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昨天
在「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論壇」
上發表主題演講。駱主任的演講以高度的政
治站位、宏大的歷史視野、飽滿的愛國愛港
深情，全面深刻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開創、發
展、捍衛「一國兩制」事業的地位、作用和
貢獻，揭示了一個樸素而重大的道理：在香
港推進「一國兩制」的征程中，維護中國共
產黨領導，就是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就是維護香港美好前途和港人的根本福
祉；否定、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就是動搖
「一國兩制」根基，損毀香港繁榮穩定，與
香港和全體港人為敵。在落實香港國安法，
確立「愛國者治港」新秩序，香港由亂及治
的新局面下，駱主任的演講進一步激勵全港
上下，堅定不移堅持和維護中國共產黨領
導，不斷完善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
度和機制，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續寫新時代「一國兩制」實踐新篇章。

駱主任的演講金句迭出、擲地有聲、振奮
人心，激起與會者和香港各界強烈共鳴，全
場響起十次熱烈掌聲，顯示人同此心、心同
此理。駱主任在演講中指出，中國共產黨是
「一國兩制」事業的創立者、領導者、踐行
者和維護者。「沒有誰比中國共產黨更深切
懂得『一國兩制』的價值，沒有誰比中國共

產黨更執堅守『一國兩制』的初心。」這
既是真理的揭示，也是自信的宣示。不忘初
心，方得始終。「一國兩制」事業的初心，
就是要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2017年6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香港特
區政府歡迎晚宴上的致辭中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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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實行「一國兩
制」的初心不會改變，決心不會動搖。

歷史是最好的老師。駱主任的演講引領大
家回望歷史，看清真相、汲取養分。事實
上，不論是鄧小平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從國
家民族整體利益和香港同胞切身利益出發，
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實
現了香港平穩過渡和順利回歸；還是回歸
後，中國共產黨不遺餘力支持香港全面準確
落實「一國兩制」，協助香港成功克服在
「一國兩制」實踐中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中
國共產黨一直在用行動堅守、踐行「一國兩
制」初心，用行動珍惜、維護、發揮、提升
香港的獨特價值。

回歸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香港「一國兩
制」事業在探索中不斷前進。香港重新納入

國家治理體系，中國共產黨把治理好香港作
為治國理政的重大課題，習近平總書記2017
年視察香港時指出，「我們既要把實行社會
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
義制度的香港建設好。」駱主任昨日從政
治、經濟、文化三個維度分享了中國共產黨
推進「一國兩制」實踐的成功經驗。正是在
中國共產黨引領下，香港「一國兩制」的憲
制基礎愈加完善。無論是制定香港國安法，
還是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以及將來所要做的
一切，都是為了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
系，把「一國兩制」執行好、實施好，目的
也是為香港持續穩健發展創造更有利條件。

香港人不堪回首的是，前年的「612」後
一段長時間裏，香港黑暴橫行，法治管治幾
乎癱瘓，市民人身、財產安全毫無保障，人
心惶恐；讓香港人再展歡顏的是，香港國安
法一法定香江，「愛國者治港」新秩序正式
確立，香港由亂及治，重回正軌，風清氣
正，正在喜迎回歸24周年。這個巨大逆轉的
實現，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堅定捍衛「一國兩
制」事業。駱惠寧主任在演講中指出，一些
別有用心的外部反華勢力和香港反中亂港分
子，長期互相勾結，鼓吹「港獨」自決，煽
動違法暴力，尤其是組織、策劃具「顏色革
命」本質的修例風波。萬幸的是，以習近平
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決依法治港，築牢

了國家安全的防線，粉碎了反中亂港勢力
「顏色革命」的圖謀，「一國兩制」重回正
軌。

歷史已經並且還將繼續證明，中國共產黨
以對國家和香港負責、對歷史和人民負責的
擔當，不畏艱難，不懼風雨，堅決捍衛「一
國兩制」，是香港繁榮穩定、港人福祉的最
有力保護者。正因為如此，駱主任在演講中
強調指出，「那些叫囂『結束一黨專政』、
否定黨對『一國兩制』事業領導的人，那些
企圖把香港作為地緣政治的棋子、遏制中國
的工具、滲透內地橋頭堡的人，是在毀壞
『一國兩制』制度根基，是香港繁榮穩定的
真正大敵。」這是對亂港勢力本質的深刻揭
示，也是對受亂港勢力迷惑誤導的港人的諄
諄告誡。

中國共產黨已將「一國兩制」提升為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和「顯著優
勢」，中央將繼續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
制度體系。大局底定，香港要以堅定的實際
行動，必須進一步完善落實「一國兩制」的
法律和制度機制，更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和發展利益，更好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在
國家發展大局中找準定位、扮演更積極角
色，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十四五」規
劃的重大機遇，培育新優勢、發揮新作用、
實現新發展。

要維護港人根本福祉 就要堅持維護中國共產黨領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