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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

（二
〇
一七年七月一日

）

习近平

新华社香港 7 月 1 日电 （记者
霍小光 战艳） 《深化粤港澳合
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1 日
上午在香港签署，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签署仪式。

推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有利
于深化内地和港澳交流合作，对港
澳参与国家发展战略，提升竞争力，

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在习近平见证下，香港特别行政

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澳门特别行政
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广东省省长马兴
瑞共同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
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

按照协议，粤港澳三地将在中央

有关部门支持下，完善创新合作机
制，促进互利共赢合作关系，共同将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
经济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和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打
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王沪宁、范长龙、栗战书、王晨、杨
洁篪、张庆黎、梁振英等出席签署仪式。

习近平出席《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署仪式

新华社香港 7 月 1 日电 （记者
陈键兴 周雪婷） 国家主席习近平
1 日上午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
官林郑月娥陪同下，考察港珠澳大
桥香港段建设工地和香港国际机场
第三跑道建设情况。

习近平首先来到港珠澳大桥香
港段建设工地，听取建设情况介绍，
仔细询问工程规划、施工进度和质
量安全等情况。得知香港特区政府
负责建设的香港接线已全线贯通，

正在进行地面道路建设、路面沥青
铺装等工程，习近平对所有工程建
设者表示感谢。他指出，建设港珠
澳大桥是中央支持香港、澳门和珠
三角区域更好发展的一项重大举
措，是“一国两制”下粤港澳密切合
作的重大成果。希望大家积极推进
后续工作，确保大桥顺利通车、安全
运行。

随后，习近平来到香港国际机
场，考察第三跑道建设情况，观看展

板和沙盘模型，远眺跑道系统填海
工程工地，了解工程建设和未来的
使用效益等情况。习近平表示，中
央支持香港机场建设第三跑道，就
是为了支持香港巩固国际航空交通
枢纽地位，保持和提升整体竞争
力。希望大家把好事办好，确保工
程建设安全高效，项目建成后发挥
最大效益。

王沪宁、范长龙、栗战书、王晨、
杨洁篪、张庆黎等陪同视察。

习 近 平 考 察 香 港 重 要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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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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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会展中心隆重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习近平监誓，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
届政府主要官员在林郑月娥带领下宣誓就职。 新华社记者 李 涛摄

习近平监誓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主要
官员在林郑月娥带领下宣誓就职

圆满结束在香港的各项活动

习近平主席离开香港返回北京
新华社香港 7 月 1 日电 （记

者陈键兴 郭丽琨 牛琪）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在香港的各项
活动，1 日中午从香港乘专机返回
北京。

习近平是 6 月 29 日中午抵达香
港的。在香港期间，习近平出席了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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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欢迎晚宴和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文艺晚

会；分别会见了董建华、梁振英、林郑
月娥，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立
法、司法机构负责人和香港社会各界
代表人士，看望了中央驻港机构和主
要中资机构负责人；检阅了驻香港部
队；考察了香港文化建设、青少年教
育和重要工程项目，同香港各界进行
了广泛接触和交流。习近平还会见
了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澳门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

欢送仪式上，香港少年儿童向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敬献了鲜花。

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人员一一握
手，向欢送队伍挥手道别。

王沪宁、范长龙、栗战书、王晨、
杨洁篪、张庆黎等同机离开香港。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梁振
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
月娥和丈夫林兆波，香港特别行政
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政务
司司长张建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律政司司长袁国强、立法会主席梁
君彦、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集人
陈智思等到机场送行。

同胞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

年，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
首先，我代表中央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向全体香港居民，致以诚挚的

问候！向新就任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向香港
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所有
关心支持香港的海内外同胞和国际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时此刻，站在经过岁月洗礼、发生沧桑巨变的香江之滨，我们抚今追
昔，感慨万千。

香港的命运从来同祖国紧密相连。近代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腐败、国力
衰弱，中华民族陷入深重苦难。19 世纪 40 年代初，区区一万多英国远征军
的入侵，竟然迫使有 80 万军队的清朝政府割地赔款、割让香港岛。鸦片战
争之后，中国更是一次次被领土幅员和人口规模都远远不如自己的国家打
败，九龙、“新界”也在那个时候被迫离开了祖国怀抱。那时的中国历史，写
满了民族的屈辱和人民的悲痛。只有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
卓绝的奋斗赢得民族独立和解放、建立新中国之后，中国人民才真正站立起
来，并探索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明道路。上世纪 70 年代末以
来，我们进行改革开放，经过近40年努力，开创了中华民族发展崭新局面。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邓小平先生提出了“一国两制”
伟大构想，并以此为指引，通过同英国的外交谈判，顺利解决了历史遗留的
香港问题。20年前的今天，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洗刷了民族百年耻辱，完
成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重要一步。香港回归祖国是彪炳中华民族史册的
千秋功业，香港从此走上同祖国共同发展、永不分离的宽广道路。

同胞们、朋友们！
斗转星移，岁月如梭。香港已经回归祖国 20 年。依照中国的传统，男

子二十谓之弱冠，今天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年礼，正所谓“如竹苞矣，如
松茂矣”。回首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长历程，我们可以自豪地说，20 年来，
香港依托祖国、面向世界、益以新创，不断塑造自己的现代化风貌，“一国两
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

——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作
为直辖于中央政府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从回归之日起，重新纳入国家治
理体系。中央政府依照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香港实行管治，与
之相应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和体制得以确立。香港同祖国内地的联系越来越
紧密，交流合作越来越深化。香港各界人士积极投身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作出独特而重要的贡献。香港同胞对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信心
不断增强，同内地人民共享伟大祖国的尊严和荣耀。

——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回归后，香港自身特色
和优势得以保持，中西合璧的风采浪漫依然，活力之都的魅力更胜往昔。在

“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不变，法律基本不
变。香港同胞当家作主，自行管理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事务，香港居民享
有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香港抵御了亚洲金融危
机、非典疫情、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巩固了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
继续被众多国际机构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和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
香港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对外交往日益活跃，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

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也
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
心的。

同胞们、朋友们！
“一国两制”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创举，是中国为国际社会解决类似问题

提供的一个新思路新方案，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新贡献，凝
结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坚持“一国两制”方针，深入推进“一
国两制”实践，符合香港居民利益，符合香港繁荣稳定实际需要，符合国家根
本利益，符合全国人民共同意愿。因此，我明确讲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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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一国两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当前，“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香港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制度还需完善，对国家历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传有待
加强，社会在一些重大政治法律问题上还缺乏共识，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挑
战，传统优势相对减弱，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住房等民生问题比较突
出。解决这些问题，满足香港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继续推动香港各项事
业向前发展，归根到底是要坚守方向、踩实步伐，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
两制”方针。借此机会，我对今后更好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谈几点意见。

第一，始终准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
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一国两制”的提出首先
是为了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在中英谈判时期，我们旗
帜鲜明提出主权问题不容讨论。香港回归后，我们更要
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具体实践中，必
须牢固树立“一国”意识，坚守“一国”原则，正确处理特别
行政区和中央的关系。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
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
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
许的。与此同时，在“一国”的基础之上，“两制”的关系应
该也完全可以做到和谐相处、相互促进。要把坚持“一
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香港特
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
高香港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
废。只有这样，“一国两制”这艘航船才能劈波斩浪、行稳
致远。

第二，始终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回归完成了香
港宪制秩序的巨大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
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法律渊源。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
的基本法律，规定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和政
策，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化、制度化，为“一国两制”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提供了法律保障。在落实宪法
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时，要把中央依法行使权力和
特别行政区履行主体责任有机结合起来；要完善与基本
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要加强香港社会特别是公职
人员和青少年的宪法和基本法宣传教育。这些都是“一
国两制”实践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维护
香港法治的应有之义。

第三，始终聚焦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发展是永恒的
主题，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金钥
匙。“一国两制”构想提出的目的，一方面是以和平的方式

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另一方面就是为了促进香港发展，
保持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当前，发展的
任务更应聚焦。少年希望快乐成长，青年希望施展才能，
壮年希望事业有成，长者希望安度晚年，这都需要通过发
展来实现。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有着许多有利发展
条件和独特竞争优势。特别是这些年国家的持续快速发
展为香港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不竭动力、广阔空间。香
港俗语讲，“苏州过后无艇搭”，大家一定要珍惜机遇、抓
住机遇，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搞建设、谋发展上来。

第四，始终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一国两制”包
含了中华文化中的和合理念，体现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
求大同、存大异。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对一些具体问题
存在不同意见甚至重大分歧并不奇怪，但如果陷入“泛政
治化”的旋涡，人为制造对立、对抗，那就不仅于事无补，
而且会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只有凡事都着眼大局，
理性沟通，凝聚共识，才能逐步解决问题。从中央来说，
只要爱国爱港，诚心诚意拥护“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不论持什么政见或主张，我们都愿意与
之沟通。“和气致祥，乖气致异”。香港虽有不错的家底，
但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
下，也面临很大的挑战，经不起折腾，经不起内耗。只有
团结起来、和衷共济，才能把香港这个共同家园建设好。

同胞们、朋友们！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全国

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不断推进“一国两
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之
所为事无不成，众之所举业无不胜。我们既要把实行社
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
香港建设好。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下转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