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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 6 月 30 日电 （记
者李宣良 颜昊） 正在香港出席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活动的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视察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代表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驻香港部队全
体指战员致以诚挚的问候。习近平
强调，要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
标为引领，在新的起点上全面加强
驻香港部队工作，坚决贯彻“一国两
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驻军法，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坚决维护香港繁荣稳定。

仲夏的香港，大帽山下满目青
翠，驻香港部队石岗营区洋溢着热
烈的气氛。阅兵场上，数百面鲜艳
的红旗迎风招展，“全面贯彻‘一国
两制’伟大方针，坚决维护香港长期
繁荣稳定”“热烈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二十周年，衷心祝愿香港明天更加
美好”的巨幅标语格外醒目。来自
香港各界的 4000 余名阅兵观礼嘉

宾，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和香港特别
行政区区旗，翘首企盼重要时刻的
到来。

上午 9 时 20 分许，习近平抵达
石岗营区，登上检阅车前往阅兵
场。驻香港部队司令员谭本宏报告
受阅部队准备完毕，习近平下达检
阅开始的命令。

军 乐 队 奏 响 雄 壮 的 阅 兵 曲 。
习近平乘车依次检阅驻香港部队20
个方队。3100 余名受阅官兵军容
严整、意气风发，防空导弹、轮式装
甲车、武装直升机等武器装备整齐
列阵、威风凛凛。“同志们好！”“主席
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
务！”习近平的亲切问候鼓舞士气，
官兵们响亮的回答声震长空。观礼
台上不时响起热烈掌声。

检阅结束后，习近平接见了驻
香港部队机关和直属单位团以上干
部，同大家亲切握手、合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听取了驻香港部
队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他

指出，20年来，驻香港部队坚决贯彻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指示，认真
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驻军法，出色完成以履
行防务为中心的各项任务，展示了
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形象，赢得
广大香港同胞高度赞誉。

习近平强调，驻香港部队是国
家主权的重要体现，是维护“一国两
制”的重要力量，是维护香港繁荣稳
定的重要基石。要强化政治意识、
政权意识、大局意识，增强维护“一
国两制”的责任担当。要枕戈待旦，
常备不懈，扎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发挥定海神针作用。要保持部队高
度集中统一，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高度重视做好依法治
军工作，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
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
过硬部队。

范长龙、王沪宁、栗战书、王晨、
杨洁篪、张庆黎、董建华、梁振英等
参加有关活动。

习近平在视察驻香港部队时强调

在新的起点上全面加强驻香港部队工作
坚决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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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 6 月 30 日电 （记
者霍小光 赵博 丁梓懿） 国家
主席习近平 30 日下午在香港亲切
会见了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人士并发
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表示，各位是香港社会
的杰出代表，长期以来为香港顺利
回归祖国并保持繁荣稳定、为国家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
贡献。在这里，我向你们表示衷心
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习近平指出，香港回归祖国 20
年来，“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了举世公
认的成功。对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情
况新问题，要正确看待，理性分析，想

办法解决问题。困难克服了，问题解
决了，“一国两制”实践就前进了。

习近平强调，中央坚持“一国两
制”方针不改变、不动摇。对香港来
说，应该关心的不是“一国两制”方针
会不会变的问题，而是怎样全面准确
把“一国两制”方针贯彻落实好。

习近平指出，推动香港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实现繁荣发展，保持和
谐稳定，需要我们携手并进。希望
大家在 4 个方面做好表率。一是带
头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新一届
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当好民
众和政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促进
政策落实，推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

善。二是带头搞好团结，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消解戾气、增进和气、弘
扬正气，汇聚爱国爱港强大正能
量。三是带头关心青年，帮助他们
解决实际问题，为他们成长成才创
造良好条件，使爱国爱港光荣传统
薪火相传，使“一国两制”事业后继
有人。四是带头推动香港同内地交
流合作，发挥各自专长，为促进两地
共同发展多献策、多出力、多担当。

王沪宁、范长龙、栗战书、王晨、
杨洁篪、张庆黎等参加会见。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香港
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候任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也参加会见。

习 近 平 会 见 香 港 社 会 各 界 代 表 人 士

新华社香港 6 月 30 日电 （记
者霍小光 郭丽琨 王小旎）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 30 日下午在香港会见
了中央驻港机构和主要中资机构负
责人，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
院和中央军委，向大家致以诚挚的
问候。

习近平指出，庆祝香港回归祖
国 20 周年，是今年我国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20 年来，“一国两制”
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
功。事实证明，“一国两制”作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
是完全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
中央驻港机构和中资机构在支持行
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
政、深化两地交流合作方面都取得
了明显成绩。

习近平强调，“一国两制”在
香港的实践正在向纵深推进，大家

要增强对“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
和实践自觉。他向大家提出 4 点希
望：要勇于担当、不辱使命；要迎
难而上、开拓创新；要狠抓落实、
久 久 为 功 ； 要 严 守 纪 律 、 风 清
气正。

王沪宁、范长龙、栗战书、王晨、
杨洁篪、张庆黎等参加会见。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
英、候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也参加
会见。

习近平会见中央驻港机构和主要中资机构负责人

6 月 27 日，山
东滨州市博兴县第
一小学的学生在参
观 香 港 回 归 祖 国
20 周 年 展 板 。当
日，博兴县第一小
学开展“感受伟大
的祖国 喜迎香港
回 归 20 周 年 ”活
动，组织小学生通
过听取讲解、观看
展板等方式，了解
香港回归祖国的历
程，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并表达对香
港美好的祝愿。

陈 彬摄

本报北京 6 月 30 日讯 记者张
雪报道：香港回归20年来，广东省积
极采取各种措施，确保东深供水工程
对港供水安全。1997 年至 2017 年 6
月底，工程累计对港供水超140亿立
方米，实现质优、量足不间断供水。

为进一步提升对港供水质量，
1998 年，广东投入 2.8 亿元，在深圳

水库入库口建成日处理 400 万吨的
生物硝化站，从东江引来的水，全部
经过生物硝化站过滤、净化后再进
入深圳水库输往香港。

2000年，广东投资49亿元，对东
深供水工程进行全面改造，将供水系
统由原来的天然河道和人工渠道输水
改造为封闭的专用管道输水，实现清

污分流。工程于2003年6月28日完工
通水，年设计供水量24.23亿立方米。

为确保对港供水安全，广东先后
出台《广东省东江水系水质保护条
例》《东深供水工程饮用水源水质保
护规定》等 13 部法规规章，划定了
2800平方公里水源保护区。

2008 年，广东专门成立东江流
域管理局，出台《广东省东江流域水
资源分配方案》。通过全年水量调
度，每年枯水期东江流域新丰江、枫
树坝和白盆珠三大水库可调水量超
50 亿立方米，对确保对港供水安全
具有重大意义。

香港回归祖国20年来

东深供水工程对港供水超140亿立方米

新华社香港 6 月 30 日电 （记
者陈键兴 赵博 张雅诗） 国家
主席习近平 30 日上午来到香港少
年警讯永久活动中心暨青少年综合
训练营考察，看望正在训练的香港
青少年。习近平强调，我非常关心、
重视青少年成长，因为你们是祖国
的未来和希望，没有青少年健康成
长，国家就没有远大发展。每一代
青少年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机
缘，当代香港青少年要把握历史机
遇，选择正确道路，报效香港、报效
国家。

当天上午，习近平在香港特别
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陪同下，来
到少年警讯永久活动中心暨青少年
综合训练营。警务人员组成的仪仗
队吹号、击鼓，列队敬礼，欢迎习近平
的到来。

在室外训练场，习近平察看少
年警讯成员进行绳网阵训练。随
后，来到活动室，了解少年警讯计划
及训练营总体情况，肯定少年警讯

取得的成绩，勉励少年警讯继续为
培养爱国爱港新一代作出贡献。

室内运动场上，少年警讯成员
正在进行体能和领导力等项目的训
练。看到习近平主席来了，大家兴
奋地聚拢过来，向主席问好。习近平
同少年警讯成员亲切交谈，了解他
们的生活、学习、训练情况。几位同
学汇报了参加训练营活动的心得体
会。习近平夸奖他们个个生龙活
虎、朝气蓬勃。

习近平指出，警队很重视对青少
年的法治教育，非常有远见，有前瞻
性。香港少年警讯对培养青少年遵
纪守法意识、恪守职责精神和强健青
少年体魄方面具有长远意义和积极
作用。习近平祝愿同学们一切顺利，
好好学习，身体健康，早日成才。

习近平强调，回归祖国 20 年
来，香港特别行政区警队很了不起，
为维护香港法治秩序、保持香港繁
荣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向香港
3万多警队人员表示崇高敬意。

大家对习主席讲话报以热烈掌
声，争相合影留念。

少年警讯是香港警方下属组
织，是对香港青少年进行法治教育
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平台，迄今
累计有超过 100 万名青少年参与，
目前会员逾18万名。

王沪宁、范长龙、栗战书、王晨、
杨洁篪、张庆黎等陪同考察。

当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夫人彭
丽媛在梁振英夫人梁唐青仪陪同
下，前往东华三院赛马会松朗安老
综合中心参观看望。彭丽媛走进康
复治疗室，了解老人康复治疗情
况。随后，彭丽媛来到老人居住的
房间，详细询问老人生活起居情况。

礼堂里，一些老人正在绘画、制
作手工，彭丽媛走到他们身边观看，
称赞他们的晚年生活丰富多彩，并
同大家一起制作了一个造型精美的
立体捧花卡。彭丽媛祝愿所有老年
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健康长寿，幸福快乐。

习 近 平 考 察 香 港 少 年 警 讯 永 久
活 动 中 心 暨 青 少 年 综 合 训 练 营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指出，不论是过去、现在

还是将来，祖国始终是香港的坚强后
盾。祖国日益繁荣昌盛，不仅是香港
抵御风浪、战胜挑战的底气所在，也
是香港探索发展新路向、寻找发展新
动力、开拓发展新空间的机遇所在。

习近平最后强调，只要我们坚
持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和香
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齐心协力、团
结奋斗，就一定能够开创香港更加

美好的明天。
梁振英在致辞中代表香港居民

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对习近平主席
亲临香港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
谢。他说，香港作为国家最国际化
和最开放的城市，立足祖国，背靠祖
国，联系世界，走向世界，把握好“一
国”和“两制”的双重优势，不断扩大
香港的功能，发挥了“超级联系人”
的作用。香港同时也用好了与内地
省市的密切关系，“并船出海”，携手

“走出去”，为新时代的国际合作，为

祖国的建设，为香港的自身发展作
出新的贡献。他表示，对祖国和香
港的未来充满信心。

王沪宁、范长龙、栗战书、王晨、
杨洁篪、张庆黎等出席晚宴。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澳门
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香港
特别行政区候任行政长官林郑月
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
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终审法
院和高等法院法官，以及香港各界
代表和其他嘉宾也出席了晚宴。

“七月的艳阳照遍香港，回归
的骄傲永刻在我心上”“长江长
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
亲”“因此知道珍惜我的香港，因
此懂去欣赏我的香港”⋯⋯精彩的
回归组曲联唱，把观众带到欢快的
喜庆氛围中。

6 月的最后一晚，数千观众汇
聚一堂，通过一场盛大的文艺晚
会，一起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
年，祝福香港明天会更好。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和夫人梁唐青仪陪同下，步入晚会
现场。全场观众起立长时间鼓掌，
热烈欢迎习近平的到来。

晚会伊始，香港歌手林子祥、
叶倩文及多位歌手，连同香港管弦
乐团、香港中乐团、香港儿童合唱
团与一众青少年制服团体登台。从

《回归颂》《东方之珠》《我的中国
心》，到 《香港·我家》《友爱长
存》，唱响了爱国爱港的主旋律。

在一阵动感激昂的鼓声中，由
中华国术总会带来的洪拳表演吸引
了众人目光。只见台上演员蹬腿、
扣膝、转腰、出击，加上铿锵的

“哼”“哈”，把虎形刚猛、鹤形清
而巧、龙形合刚化柔、蛇形气沉连
绵展现得淋漓尽致，令在场观众啧
啧称叹。

掀起晚会第一个高潮的，是由
内地青年钢琴家郎朗和香港武打明

星甄子丹、香港11岁小朋友梁俊晟
联袂呈现的钢琴合奏——慷慨激
昂、恢弘大气的 《黄河钢琴协奏
曲》 之 《黄河船夫曲》。随着乐音
越来越急骤高亢，观众无不被感
染，现场气氛热烈。

回归祖国 20 年来，香港的体
育事业取得很大进步。欧咏芝、李
慧诗、高礼泽等香港运动员来到晚
会现场，与观众分享奋斗座右铭。
香港歌手李克勤联手内地小提琴演
奏家姚珏，带来一首活力十足、意
蕴深长的 《Victory》，将运动员超
越自我、努力拼搏的精神展现出
来，引起掌声阵阵。

创意香港，魅力之都。随灯光
转换，舞台顷刻间变成 T 台。数十
位香港艺人身穿香港设计师的作品
走上台，每一件服装都既有国际潮
流元素，又有中华传统文化风韵。
此刻的背景音乐，则是由香港歌星
莫文蔚带来的中国传统民歌 《茉莉
花》。

热烈的掌声贯穿始终。当天不
少节目都糅合了多种艺术形式，并
由来自香港与内地的艺术家共同演
绎。殷秀梅、莫华伦等联合香港管
弦乐团和中国国家芭蕾舞团，带来
一首《今夜无眠》。“心相连风雨并
肩，未来不再遥远；情无限祝福永
远，幸福岁岁年年”，寄托了香港和
祖国心连心，共创未来的美好愿望；
廖昌永、王祖蓝等联合香港儿童合
唱团、星海音乐学院，演绎了一曲

《天耀中华》，传递了中华儿女坚持

梦想、不断奋进的共同心声。
700 多名来自香港和内地的演

员、历时超过半年的筹备⋯⋯由香
港特区政府主办的这台晚会，围绕
主题 《心连心·创未来》，既展示
了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的丰富文化
色彩，更表达出香港愿与国家携手
同创未来的期望。

舞台后的大型屏幕上，时而出
现维港两岸的旖旎风光，时而是具
有香港特色的赛龙舟、抢包山等传
统节庆画面，时而呈现中环兰桂坊
的热闹街景，时而又讲述香港普通
百姓的动人故事，中华传统文化与
香港现代气息融合交汇，通过舞美
设计得以精妙传达。

晚会进入尾声，习近平同大家
一起高唱 《歌唱祖国》：“歌唱我们
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经典的爱国主义歌曲引起全
场共鸣，大家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
荣昌盛，祝福香港明天更美好。

“感动，震撼！香港回归祖国
20年，对香港人来说是一件特别有
意义的大喜事。我能真心感受香港
与祖国的血脉联系，希望未来祖国
和香港能越来越好！”刚看完晚会
的香港市民梁先生激动不已。

仲夏夜，维多利亚港两岸海风
轻拂，灯光璀璨。在国旗、区旗和
紫荆花图案“灯光秀”的映衬下，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的热
烈氛围中，“东方之珠”显得格外
迷人。

（新华社香港6月30日电）

心 连 心 ，创 未 来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文艺晚会侧记

新华社记者 张 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