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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纪念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一行将于6月29日抵港，出席庆祝香
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香港特别行政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引领13亿多人民万众一心、 砥砺奋
进，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
上，不断取得新的伟大胜利。作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一国两制”事业，也
不断取得新成就新进步。

5年间，香港特别行政区充分发挥“一国两
制”制度优势，保持繁荣稳定，各项事业全面发
展，被公认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和最自
由经济体。这一切，离不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执行“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定决心和信
心，离不开中央政府春风化雨般的关怀支持。

“香港一定会繁荣昌盛的！”
深圳莲花山公园，草木葳蕤、风景优美。

邓小平铜像高高矗立， 以深邃的目光凝望着
山下那片热土和一河之隔的香港。

2012年12月， 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
习近平首次离京考察，第一站选择了深圳。8日上
午，他来到莲花山公园，瞻仰邓小平同志铜像并
敬献花篮。 当他步行下山时， 有香港记者问：

“习总书记，有没有话要对香港同胞讲？”习近平
清晰有力地回答：“香港一定会繁荣昌盛的！”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香
港的殷殷期许和饱满信心。

回望5年间，党中央对香港的关怀始终如
一，总能感受到祖国对香港的深情牵挂。

5年来，习近平在会见香港特区政府官员
和社会各界人士时，多次提及香港的经济、民
生，谆谆勉励鼓舞人心。

2013年10月6日，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亚
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习近平在会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时指
出：“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
的立场是一贯的、也是坚定不移的。希望特别
行政区政府继续坚持依法施政， 抓好发展经
济、改善民生工作。”

2015年11月18日，菲律宾马尼拉，亚太经
合组织第二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习近平
向梁振英指出：“近来， 特别行政区政府及时
把施政重点转移到经济民生上来， 得到香港
社会各界积极回应。中央政府充分肯定、全力
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

2016年12月23日，中南海瀛台。习近平在
会见来京述职的梁振英时指出：“当前， 香港

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平稳，中央政府和广大
香港市民一样，都希望进一步发展经济、改善
民生，希望社会和谐、市民安居乐业。”

5年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亲切关怀下， 中央政府接连出台了一系列惠
港政策， 为香港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和
无比广阔的发展空间， 成为保持香港长期繁
荣稳定的有力保障。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
安排》（CEPA）是内地全面实施并接受世贸组织
审议的最早的自由贸易协议之一，也是香港签署
的第一个自贸协议。在内地已对香港全面实现货
物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2015年11月27日，旨在
实现内地与香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CEPA服务
贸易协议”顺利签署，进一步确保香港始终享受
内地最优惠的开放措施。

在香港最具竞争力的金融领域， 得益于
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 跨境人民币业务蒸蒸
日上， 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的地位
岿然不动。从2014年起陆续推出的“沪港通”
“深港通”以及今年5月获批的“债券通”，有力
促进两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共创双赢。

5年间，“个人游”试点城市逐步扩大，香港居
民在内地开办个体工商户及香港专业人士北上
执业获得许可，东深供水工程得到全力保障……

民生福祉犹此，生命安危更甚。
2010年8月，21名香港旅客在马尼拉市中

心遭歹徒劫持，导致8人遇害，给香港社会带来
巨大创伤。 梁振英披露说，2013年亚太经合组
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动询问香
港与菲方就人质事件的会谈情况，当场责成有
关部门跟进。在中央政府严厉敦促和特区政府
积极跟进下，2014年4月23日，菲律宾政府对马
尼拉人质事件受害者及家属正式致歉。

2012年10月1日，香港南丫岛水域发生撞
船事故，造成39人遇难、数十人受伤。习近平
专门打电话了解有关情况， 并指示特区政府
全力做好失踪人员搜救、 伤员救治及家属抚
慰等工作，要求有关部门全力配合特区政府，
提供所需的一切协助。

点滴之间见深意，一枝一叶总关情。

“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
的治理。”

党的十八大召开之际，香港特别行政区已
经度过第15个生日。这块最早实施“一国两制”
的“试验田”，开始因为一些深层次原因出现矛
盾和杂音，“一国两制”实践面临新的挑战。

对此，《“一国两制”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实践》白皮书旗帜鲜明指出：“‘一国两制’是一
项开创性事业，对中央来说是治国理政的重大
课题， 对香港和香港同胞来说是重大历史转
折。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各项事业取得全面进步
的同时，‘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也遇到了新
情况新问题，香港社会还有一些人没有完全适
应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特别是对‘一国两制’方
针政策和基本法有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

攻坚克难，砥砺前行。
5年间，针对香港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
高度不断丰富发展“一国两制”理论。

党的十八大强调，中央政府对香港、澳门
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 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
荣稳定。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
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必须把坚
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 维护中央权力
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 发挥祖国内
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有机
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重温并准确理解“一国两制”要义，更加

坚定处理香港事务的正确方向。2014年10月
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决定》在“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的领导”章节中提出，依法保障“一国
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

当年11月9日，习近平在会见来京出席亚太
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香港
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时，援引《决定》内容说：“这
是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迈
出的重要一步，对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和基本法、促进香港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在依法治港方针指导下， 中央政府坚定支
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多次肯定特区政府在
遏制“港独”、依法处置街头暴力活动等重大问题
上严格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全国人大常
委会有关决定和特别行政区法律办事。

2016年11月7日， 针对香港立法会选举及
个别候任议员在宣誓时宣扬“港独”主张，侮辱
国家、民族引发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
本法第104条作出解释， 明确了参选和宣誓就
任特别行政区法定职务的法定条件和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央
政府将继续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
基本法， 坚定不移支持香港依法推进民主发
展； 希望特别行政区政府继续依法妥善处理
香港政制发展问题。

2014年8月31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
定。“这是本着对国家、对香港高度负责的精神，
在香港民主制度发展的重要时刻作出的一项重
大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说。

2015年12月23日， 习近平在中南海会见来
京述职的梁振英时， 发表了一锤定音的重要讲
话。他说：“近年来，香港‘一国两制’实践出现了
一些新情况。我想强调的是，中央贯彻‘一国两
制’方针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
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
践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我们对祖国和香港的未来
充满信心。”

2016年的全国两会， 对港区代表委员来
说堪称难忘。“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里，再次
单独成章的港澳部分针对香港增添了支持建
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发
展创新及科技事业等全新表述。“这体现中央
对香港的透彻了解和准确定位， 为香港发展
描绘了全新路径。”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东伟
国际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蔡素玉说。

这份勾画了2016年至2020年经济社会发
展蓝图的纲领性文件， 最早成型于党的十八
届五中全会。 在这次会议上，“提升港澳在国
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首
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在谋划和推进国家整
体发展战略时充分发挥香港的作用， 鼓励支
持香港找准定位、发挥所长，积极对接国家规
划，实现长远发展。一项项顶层设计如同一座
座屹立的灯塔，穿透迷雾、指引航向。

2015年3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
发挥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独特优势作用，积极
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两年后，由中国发
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宣布扩容，香港以唯
一非主权地区身份加入，从此开启全面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的新的历史征程。

作为高度发达的经济体， 香港拥有健全的
专业服务体系，全面开放的国际化环境和国际化
视野。“这些决定了香港有资格也有能力成为国
家‘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进程中的重要节点，承担
重要任务，并由此迎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展机
遇。”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2017年的全国两会又一次传出振奋人心

的消息，“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
规划”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今日的中国充满生机活力， 经济实力和
综合国力大幅提升。 香港凭借背靠祖国内地
和实施“一国两制”的最大优势，又获得中央
大力支持和“先行先试”的先发优势，其地位
和前景不言而喻。

正如行政长官梁振英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
报告里满怀信心的讲述：“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倡导
作用和主导地位越来越明显，香港‘一国’和‘两
制’的双重优势和‘超级联系人’作用越来越突出。
在国家‘十三五’规划和‘一带一路’倡议下，香港
本着‘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原则，机遇无限。”

这份对于香港前途的信心， 源自中央把
“保持香港特别行政区长期繁荣稳定”纳入国
家整体发展战略框架的细致关照， 得益于国
家实施多项发展战略带来的巨大机遇。

2014年12月， 习近平出席庆祝澳门回归
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
府就职典礼时强调，“一国两制” 是国家的一
项基本国策。牢牢坚持这项基本国策，是实现
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必然要求，也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
分，符合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
门整体和长远利益，符合外来投资者利益。

习近平还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是时代的召唤，是民族的使命。身处在我
们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应该
为此感到骄傲，都应该为此作出贡献，有一分热、
发一分光。我坚信，祖国不断繁荣富强，必将为香
港、澳门发展打开更加美好的前景。”

5年是一道刻度，更是一座丰碑，铭刻了党的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悉心
关怀和指引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精彩故事。

2017年4月11日，习近平在中南海瀛台会
见了新当选并获中央政府任命的香港特别行
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他表示，20年
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巨大成功。
宪法和基本法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有效运
行，香港保持繁荣稳定，国际社会给予高度评
价。与此同时，作为一项开创性事业，“一国两
制”在香港的实践也需要不断探索前进。

习总书记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 有能力实现这个目
标。”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 在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
儿女共同努力下，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实
现，“一国两制” 事业在香港的实践必将迎来
更加美好的明天。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殷殷关怀暖香江 高瞻远瞩展未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香港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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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 � � �荨荨（上接14版）

明责实抓见成效
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
进基层党建工作， 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充分发挥

“是不是各级党委、各部门党委（党
组）都做到了聚精会神抓党建？ 是不是
各级党委书记、各部门党委（党组）书记
都成为了从严治党的书记？ 是不是各
级各部门党委（党组）成员都履行了分
管领域从严治党责任？ ”

2014年10月8日， 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
连发“三问”，振聋发聩，引人深思。

什么是政绩？什么是责任？习近平
总书记的指示一针见血：“把抓好党建
作为最大的政绩。 ”

按照党中央部署， 从2014年开始，
连续3年开展市县乡党委书记抓基层党
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并向机关、企业、
高校延伸，70.8万名党组织书记聚焦第

一责任，述党建、找不足、挖根源，晒出问
题、整改、责任“三张清单”，上级党组织
书记严肃点评、 切中要害，375.1万名党
员群众代表认真评议、把脉会诊、现场监
督……明责、履责、述责、考责、问责，动
力一级一级传导，责任一级一级压实。

各级党委紧紧抓住落实基层党建
责任制这个“牛鼻子”，认真履行管党治
党政治责任， 把抓第一要务和抓最大政
绩有机统一起来， 基层党建成为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福祉的强大动力。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征程中，从广
阔平原到边陲村寨，从车间班组到科研
团队，到处都有基层党组织的旗帜高高
飘扬。 面对改革发展中的棘手问题和困
难，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身先士卒，自觉
承担起改革先锋队和主力军重任。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在鲜
红党旗的指引下，基层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以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特
别能奉献的精神，谱写了一曲心系群
众、无私奉献的铿锵壮歌。

惟奋斗者永不止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基层

党组织和党员队伍， 这是世界上任何其
他政党都不可能具有的强大组织资源。
把基层党建工作抓好了， 我们的基层党
组织牢不可破， 我们的党员队伍坚不可
摧，党的执政地位就坚如磐石，党和人民
的事业就无往而不胜。 ”

如今，450多万个党组织正在成
为450多万个攻坚克难的战斗堡垒，
8900多万名党员正在成为8900多万
名干事创业的先锋模范，密切着党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汇聚成不可阻
挡的磅礴力量。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是

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的
必然要求。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把抓基层强基
础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使党
的组织更加强起来、党员队伍更加强起
来、党的工作更加强起来，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提供坚强组织保证，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据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