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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創刊於天津 獲特許在內地發行

本報經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有效

報料熱線
電話/WhatsApp：97298297
電郵：newstakung@gmail.com

習：不容觸碰一國底線
論一國兩制提四點意見

習告誡：為官避事平生恥
為新班子監誓 勉丹心報國

習近平會見林鄭月娥時，首先對她
宣誓就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
官表示祝賀。他強調， 「站在香港回歸
祖國20周年的新起點上，你承擔的責任
重大，使命光榮，香港社會對你充滿期
待，中央對你也寄予厚望。希望你忠實
履行行政長官職責，全面準確理解和貫
徹落實 『一國兩制』方針，維護憲法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着力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保持香港繁榮
穩定。」

中央全力支持林鄭依法施政
習近平又說，相信林鄭月娥一定能

夠帶領新一屆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
人士團結進取、奮發有為，不斷推動香
港各項建設事業邁上新的台階， 「中央
將全力支持你和新一屆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共同開創 『一國兩制』偉大事業新
局面。」

林鄭月娥表示，習主席來香港視察
，出席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大會和特別
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體現了中
央對香港特區的支持， 「習主席在港發
表的幾次重要講話增強了我們對謀劃未
來的信心。我深知未來五年責任重大，
將全力用好香港優勢，在中央政府支持
下，和管治團隊一起把工作做好。」

隨後，習近平在林鄭月娥陪同下，
會見了香港特區新任行政、立法、司法
機構負責人。習近平表示，大家都是貫
徹落實 「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管

治香港的核心力量，屬於關鍵少數。大
家要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時代責任感
，嚴格依法履行職責，提高工作水準，
盡心盡力服務市民大眾，交出一份無愧
於國家、無愧於香港、無愧於自己的亮
麗成績單。

習近平又寄語大家三句話：一是 「
一寸丹心為報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大
家是香港特區政權機構的主要成員，無
論是行政機構主要官員，還是立法、司
法機構負責人，都要有國家觀念，在開
展政務活動和處理有關問題的過程中，
要善於站在國家的高度來觀察和思考問
題，自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履行自己對國家的責任。

迎難而上頂住壓力保持定力
二是 「為官避事平生恥」。 「一國

兩制」是前無古人的創舉，香港社會政
治環境十分複雜，這就決定了在香港當
官不是一件輕鬆舒適的事情。無論是全
面貫徹準確落實 「一國兩制」方針，還

是務實解決經濟民生方面長期積累的矛
盾和困難，無論是加強對青少年國家歷
史文化教育，還是依法打擊和遏制 「港
獨」活動，維護香港社會大局穩定，都
需要大家迎難而上積極作為，有的時候
還要頂住壓力，保持定力。

全面落實完善行政主導體制
三是 「上下同欲者勝」。幹事創業

，團隊精神必不可少，特別是特區政府
管治團隊是一個整體，一榮俱榮，一損
俱損，關鍵是要全面落實和完善以行政
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處理好行
政立法關係，真正做到議而有決，決而
有行，確保政府依法施政的順暢、高效
，要自覺維護管治團隊團結，堅決維護
行政長官權威，在工作上相互支持、相
互配合、相互補台，共同維護政府整體
威信和聲譽，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政府施
政堅強有力，才能提高施政效率。

王滬寧、范長龍、栗戰書、王晨、
楊潔篪、張慶黎等分別參加上述有關活
動。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昨日上午為特區新班子監誓，其後會見
剛就職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及香港特區新任行政、立法、司法機構負責人。習近平表示，大家
要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時代責任感，嚴格依法履行職責，提高工作水準，盡心盡力服務市民
大眾，交出一份無愧於國家、無愧於香港、無愧於自己的亮麗成績單。

大公報記者 朱晉科

慶祝大會暨就職典禮昨於會展舉行，當
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
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丈夫林兆波陪同下步
入會場時，全場起立，熱烈鼓掌。

上午九時，慶祝大會暨就職典禮正式開
始。全體起立，高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習近平走上主席台，先後為林鄭月娥和

第五屆特區政府主要官員監誓。宣誓完畢，
習近平與林鄭月娥與主要官員一一握手致意
。隨後，特區政府行政會議成員在林鄭月娥
監誓下宣誓就職。

加強憲法和基本法教育
在熱烈的掌聲中，習近平發表了重要講

話。他指出，堅持 「一國兩制」方針，深入
推進 「一國兩制」實踐，符合香港居民利益
，符合香港繁榮穩定實際需要，符合國家根
本利益，符合全國人民共同意願。習近平重
申，中央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
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
準確，確保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

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
習近平表示，作為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

性事業， 「一國兩制」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
索。當前，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遇到
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的制度還需完善，對國家歷史
、民族文化的教育宣傳有待加強，社會在一
些重大政治法律問題上還缺乏共識，經濟發
展也面臨不少挑戰，傳統優勢相對減弱，新
的經濟增長點尚未形成，住房等民生問題
比較突出。解決這些問題，滿足香港居民
對美好生活的期待，繼續推動香港各項事
業向前發展，歸根到底是要堅守方向、踩
實步伐，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

習近平對今後更好在香港落實 「一國兩
制」，提出四點意見：第一，始終準確把握
「一國」 和 「兩制」 的關係。 「一國」是根

，根深才能葉茂； 「一國」是本，本固才能
枝榮。必須牢固樹立 「一國」意識，堅守 「
一國」原則，正確處理特別行政區和中央的
關係。 「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
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
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
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許的。」習近平強調
，要把堅持 「一國」原則和尊重 「兩制」差
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高
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
高香港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
都不能偏廢。

第二，始終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習
近平強調，要把中央依法行使權力和特別行
政區履行主體責任有機結合起來；要完善與
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要加強香港
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
法宣傳教育。

提醒「蘇州過後無艇搭」
第三，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 「

發展是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金鑰匙。」習近
平指出，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有着許
多有利發展條件和獨特競爭優勢，特別是這
些年國家的持續快速發展為香港發展提供了
難得機遇、不竭動力、廣闊空間。他又引用
一句香港的俗語 「蘇州過後無艇搭」，呼籲
大家一定要珍惜機遇、抓住機遇，把主要精
力集中到搞建設、謀發展上來。

第四，始終維護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對一些具體問題存在

不同意見甚至重大分歧並不奇怪，但如果陷
入 「泛政治化」的漩渦，人為製造對立、對
抗，那就不僅於事無補，而且會嚴重阻礙經
濟社會發展。

香港經不起折騰內耗
習近平認為，只有凡事都着眼大局，理

性溝通，凝聚共識，才能逐步解決問題。他
說，從中央來說，只要愛國愛港，誠心誠意
擁護 「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 「不論持什麼政見或主張，我們都願
意與之溝通」。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
習近平指出，香港雖有不錯的家底，但在全
球經濟格局深度調整、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
背景下，也面臨很大的挑戰，經不起折騰，
經不起內耗。 「只有團結起來、和衷共濟，
才能把香港這個共同家園建設好。」

習近平希望特區政府廣泛團結社會各界
，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堅守 「
一國」之本，善用 「兩制」之利，扎扎實實
做好各項工作。要不斷提高政府管治水準；
開闢香港經濟發展新天地；着力解決市民關
注的經濟民生方面的突出問題，切實提高民
眾獲得感和幸福感；着力加強對青少年的愛
國主義教育，幫助青少年健康成長。他強調
，中央政府將一如既往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
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香港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支持香港在推進 「一帶一路」建
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人民幣國際化等重
大發展戰略中發揮優勢和作用。中央有關部
門還將積極研究出台便利香港同胞在內地學
習、就業、生活的具體措施。

習近平最後強調，有偉大祖國作為堅強
後盾，有中央政府和內地人民的大力支持，
有回歸20年積累的豐富經驗和夯實的發展基
礎，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
的團結奮鬥，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
一定能夠再譜新篇章，香港一定能夠再創新
輝煌！」

王滬寧、范長龍、栗戰書、王晨、楊潔
篪、張慶黎等出席慶祝大會暨就職典禮。全
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梁振英，澳門特別行
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以及香港各界代表和
特邀嘉賓也出席慶祝大會暨就職典禮。

在慶祝大會暨就職典禮之後，習近平在
林鄭月娥陪同下，考察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建
設工地和香港國際機場第三跑道建設情況。
中午，習主席圓滿結束在港三日的視察行程
，乘搭專機返回北京。

無論是行政機構主要官員，還是立法、司法
機構負責人，都要有國家觀念，在開展政務活動
和處理有關問題的過程中，要善於站在國家的高
度來觀察和思考問題，自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履行自己對國家的責任。

一寸丹心為報國
「一國兩制」 是前無古人的創舉，香港社會政治環境十分複雜，這

就決定了在香港當官不是一件輕鬆舒適的事情。無論是全面貫徹準確落
實 「一國兩制」 方針，還是務實解決經濟民生方面長期積累的矛盾和困
難，無論是加強對青少年國家歷史文化教育，還是依法打擊和遏制 「港
獨」 活動，維護香港社會大局穩定，都需要大家迎難而上積極作為。

為官避事平生恥
特區政府管治團隊是一個整體，一榮俱

榮，一損俱損，關鍵是要全面落實和完善以
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處理好行
政立法關係，真正做到議而有決，決而有行
，確保政府依法施政的順暢、高效。

上下同欲者勝

▲國家主席習近平監誓，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誓就職 新華社

◀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昨乘專機返回
北京前，向歡送隊伍揮手道別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璀璨煙花帶着對香港的美好祝福照
亮維港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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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7月1日上午在香港灣仔會展中心
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對今後更好地
在香港落實 「一國兩制」 提出四點意見，包括：始終準確把握 「一國」 和 「兩制」 的關係，始終依照憲法
和基本法辦事，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以及始終維護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他表明，任何危害國家主
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
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許的。他又提出要加強香港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宣傳教育
。習近平強調，香港 「經不起折騰，經不起內耗」 ，呼籲港人和衷共濟，把香港這個共同家園建設好。圓
滿結束在港三日視察行程之後，昨午，習主席和中央代表團乘專機返回北京。

大公報記者 許嘉信 石璐杉

「一國」 是根，根深才能葉茂；「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榮。必須
牢固樹立「一國」意識，堅守 「一國」 原則，正確處理特別行政區和中央
的關係。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
是絕不能允許的。

始終準確把握一國和兩制的關係

四點意見

要把中央依法行使權力和特別行政區履行主體責任有機結合起來；
要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要加強香港社會特別是公職人
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宣傳教育。

始終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發展是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金鑰匙。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有
着許多有利發展條件和獨特競爭優勢，特別是這些年國家的持續快速發
展為香港發展提供了難得機遇、不竭動力、廣闊空間。大家一定要珍惜
機遇、抓住機遇，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搞建設、謀發展上來。

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

只有凡事都着眼大局只有凡事都着眼大局，，理性溝通理性溝通，，凝聚共識凝聚共識，，才能逐步解決問題才能逐步解決問題。。
從中央來說從中央來說，，只要愛國愛港只要愛國愛港，，誠心誠意擁護誠心誠意擁護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方針和香港特方針和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別行政區基本法，，不論持什麼政見或主張不論持什麼政見或主張，，我們都願意與之溝通我們都願意與之溝通。。

始終維護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
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
平呼籲港人珍惜機遇、抓
住機遇，把精力集中到發
展上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