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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紀委書
記趙樂際（前右）
看望出席全國政協
十三屆一次會議委
員並參加討論。他
希望港澳地區全國
政協委員認真履職
盡責，積極議政建
言，充分發揮作
用
中新社

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落實一國兩制
─趙樂際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港澳聯組討論時的講話
之一，強調 「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

定了在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是

五屆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聚焦發展經濟、

定，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

「一國兩制」方針的法律化、制度化，為

改善民生，推出一系列政策舉措，加強同

很高興參加全國政協港澳委員聯組會

大復興的必然要求」 。我們要主動適應新

「一國兩制」在特別行政區的實踐提供了

各界人士溝通，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實現

議，與大家共商國是。今年是全面貫徹中

時代要求，與時俱進，扎實工作，在 「一

憲制性法律保障。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

了良好開局。澳門行政長官帶領特區政府

共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改革開放40

國兩制」 的實踐中積極探索，不斷完善相

了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推進 「一國兩

周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 「十

關制度和體制機制，進一步開創新局面，

制」 實踐，必須維護憲法的權威，必須維

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今年全

取得新成果。在這個過程中，要始終堅持

護基本法的權威，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

國 「兩會」議題多、任務重，意義十分重

兩點：一是堅定不移， 「一國兩制」 不會

辦事，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

大。昨天下午，俞正聲主席作了很好的報

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 「一國

制，遵循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

告，是一份沉甸甸的成績單。在座港澳委

兩制」 在港澳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

憲制秩序，履行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員，有連任的，有新委員。首先，我對榮

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希望各位委員充分

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

任新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的港澳朋友們表示

認識肩負的歷史責任，在 「一國兩制」事

祝賀！希望大家認真履職盡責，積極議政

業發展中廣泛凝聚共識，凝聚人心，凝聚

建言，充分發揮政協委員的作用。剛才，

智慧，凝聚力量。

各位委員，同志們：

我認真傾聽了12位委員的發言，大家提出
的意見建議很有見地。有關部門要認真研
究，積極採納。
借此機會，我圍繞堅持和貫徹 「一國
兩制」方針問題，談一些意見和看法，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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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我國恢復對香

全面準確理解和貫
徹 落 實 一 國 兩 制 
方針

港行使主權，是恢復包括對香港全面管治
權在內的完整主權。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
： 「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
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也就是

大家交流。

一 一 國 兩 制 是 中 國
的一個偉大創舉，是
保持港澳長期繁榮
穩定的基本方針

三要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

「一國兩制」實踐20多年來，我們探

說，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別行政區高度自

索了很多經驗，形成了不少規律性認識，

治權是 「源」 和 「流」 的關係，兩者不能

其中重要的是把握好這樣幾點。

割裂，更不能對立。在落實 「一國兩制」
的過程中，我們要正確認識香港特別行政

一要把握好 「一國」 和 「兩制」 的關

區，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和權力來

係。 「一國兩制」是一個完整的概念， 「 源，充分認識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
一國」是實行 「兩制」的前提和基礎， 「 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自治

講話金句
• 希望各位委員充分認識肩

負的歷史責任，在 「一國
兩制」 事業發展中廣泛凝
聚共識，凝聚人心，凝聚
智慧，凝聚力量。

• 希望各位委員能夠深刻理

解，自覺堅持。在事關中
華民族根本利益、事關國
家長治久安、事關香港澳
門長期繁榮穩定的重大問
題上，我們每個中國人都
要維護法律、堅持原則、
敢於發聲，絕不能讓任何
歪理邪說佔有市場。

• 中央將一如既往地支持特

別行政區政府和行政長官
依法施政，積極作為，團
結帶領港澳各界人士齊心
協力謀發展、促和諧，推
動港澳在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中更好地保障改善民生
，有序推進民主，維護社
會穩定。

依法施政，積極推進穩經濟，惠民生工作
，落實首個五年發展規劃推進 「一中心一
平台」建設，經濟快速發展，成效好於預
期。同時也要看到港澳依然面臨不少困難
和問題，尤其是經濟社會長期積累的一些
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並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與內地交流合作也遇到一些新情況新問題
。解決前進中問題的有效途徑，就是香港
、澳門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圍繞國家
所需，港澳所長，深化與內地的互利合作
，更好發揮港澳地區的有利發展條件和獨
特競爭優勢，不斷拓寬港澳與內地共同發
展空間。

四

港澳委員在推進一
國兩制實踐中要認
真履行職責、充分發
揮作用

港澳委員是港澳社會各界的代表人士
，也是愛國愛港愛澳的重要力量，在港澳
事務和國家事務中發揮着重要作用。新一

30多年前，鄧小平同志着眼於開闢中

兩制」從屬和派生於 「一國」，並統一於

，也不是分權，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

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推進祖國和平統一

「一國」，習近平主席強調， 「一國」是

管理權，同時中央對高度自治權的行使具

大業，立足國情實際，以超凡的勇氣和膽

根，根深才能葉茂， 「一國」是本，本固

有監督的權力，絕不允許以 「高度自治」

略提出了 「一國兩制」偉大構想。1997年

才能枝榮。我們要認識到，國家主體堅持

為名排斥、對抗和侵蝕中央全面管治權，

香港回歸祖國，1999年澳門回歸祖國， 「 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是港澳實行資本主義

更不能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等方面作出更大的貢獻。一要帶頭學習宣

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雖

制度，保持繁榮穩定的前提和保障；香港

對這個問題，大家身處其中，都有深切的

傳貫徹憲法、基本法和 「一國兩制」 方針

然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非典疫情，國際

、澳門依照基本法實行 「港人治港」， 「 體會，希望各位委員能夠深刻理解，自覺

，帶頭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

金融危機的衝擊，但港澳地區始終保持良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必須充分尊重國

堅持。在事關中華民族根本利益、事關國

法施政，當好民眾和政府之間的橋樑紐帶

好發展態勢。中共十八大以來，在中央政

家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包括國家實

家長治久安、事關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在涉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府和祖國內地的大力支持下，香港、澳門

行的政治體制。要牢固樹立 「一國」意識

的重大問題上，我們每個中國人都要維護

，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

方面的原則性問題上，港澳委員必須旗幟

地區發展動力更加強勁，發展空間更加廣

，堅守 「一國」原則，任何危害國家主權

法律、堅持原則、敢於發聲，絕不能讓任

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

鮮明，立場堅定，發揮好導向作用。二要

闊。2017年，香港實現地區生產總值超過

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

何歪理邪說佔有市場。

的政策措施。中央將一如既往地支持特別

積極宣傳中共十九大精神，宣傳過去五年

2.66萬億港元，人均36萬港元，在發達經

威，利用港澳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

行政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積極作

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

為，團結帶領港澳各界人士齊心協力謀發

生的歷史性變革，宣傳黨和國家大政方針

展、促和諧，推動港澳在融入國家發展大

，宣傳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宣

局中更好地保障改善民生，有序推進民主

傳港澳地區繁榮發展取得的成績，進一步

，維護社會穩定。

凝聚港澳社會共識。三要着眼國家發展全

三

發 揮 一 國 兩 制 優
勢，積極推動港澳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

大公報整理

屆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要繼承和發揚愛
國愛港愛澳的光榮傳統，發揮雙重積極作
用，在新時代加快推動港澳融入國家大局
，維護港澳長期繁榮穩定和參與國家建設

濟體中位居前列，作為世界重要金融貿易

，都是對我們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允許

，航運中心的地位更加鞏固；澳門經濟持

的。同時，國家不在港澳實行社會主義的

續快速發展，居於世界富裕城市前列。事

制度和政策，保障特別行政區依法享有的

實證明， 「一國兩制」是解決歷史遺留的

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

香港、澳門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

審權，中央不干涉特區的內部事務。要把

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

堅持 「一國」 原則和尊重 「兩制」 差異有

香港、澳門發展同內地發展緊緊相連

香港、澳門同胞與祖國人民一樣，是

和協調推進 「四個全面」 戰略布局，實施

。這是包括港澳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

機結合起來，做到堅守 「一國」 之本，善

，密不可分。祖國好，香港好，祖國好，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責任的共擔者，是

國家重大戰略，打好 「三大攻堅戰」 。實

的共識，也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和

用 「兩制」 之利，實現 「兩制」 和諧相處

澳門好。國家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高質

國家繁榮富強偉大榮光的共享者。實現中

現高質量發展和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保

高度讚譽，是為國際社會解決歷史遺留類

，相互促進，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

量發展為港澳發展提供了難得機遇不竭動

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包括港澳同胞在內

障改善民生等獻計出力，多建睿智謀事之

發展好，也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

力，廣闊空間，支撐港澳抵禦風浪，戰勝

的全體中華兒女戮力同心，共同奮鬥。長

言，多獻務實管用之策。四要着眼發展壯

澳門建設好。

挑戰贏得先機。中共十九大對支持香港，

期以來，香港、澳門積極參與國家改革開

大愛國愛港愛澳力量，團結引導港澳同胞

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作出了新的戰略部

放和現代化建設，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

增強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重視做好青少

似問題提供的 「中國方案」。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局，圍繞統籌推進 「五位一體」 總體布局

， 「一國兩制」實踐正在向縱深推進。習

二要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憲

署，為進一步發揮 「一國兩制」優勢，保

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不斷提升，作出了特

年工作，使愛國愛港、愛國愛澳光榮傳統

近平主席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將 「堅持

法是國家根本法，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意

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指明了方向。要按照

殊而重要的貢獻。目前，香港、澳門發展

薪火相傳，使 「一國兩制」 方針深入人心

『一國兩制』 和推進祖國統一」 作為新時

志的體現，是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法律淵源

中共十九大部署，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均呈現穩中向好的可喜態勢。香港經濟自

， 「一國兩制」 事業後繼有人。

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

。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基本法律，規

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

由度和競爭力繼續在國際上名列前茅。第

（標題為本報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