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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惠寧：堅定憲法和基本法制度自信
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

1990年4月4日通過並頒布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已經經歷了30年不凡歷程。30年後的今
天，重溫 「一國兩制」 偉大事業的初心
，回顧總結基本法制定和實施中積累的
寶貴經驗，對於當下香港如何克服風雨
考驗，書寫 「一國兩制」 新篇章，具有
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國兩制」 事業初心，指的是 「
一國兩制」 從其作為政治構想提出，到
確定為一項基本國策，再到付諸實踐所
秉持的根本宗旨。這個初心體現為基本
法的立法目的，即基本法序言明確規定
的 「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
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黨的十八大報告
進一步將之概括為 「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 。

「一國兩制」事業初心貫穿於基本法
的起草過程，落實在基本法的各項制度
安排之中。在長達四年零八個月的時間
裏，來自內地與香港各方面人士組成的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進行全面細緻深入
的民主協商，面向香港和全國各地開展

多輪大規模調研和諮詢，終於在香港社
會達成了最大公約數，也在全體國人中
達成了最大公約數。在當時的條件下，
基本法的每個條文甚至每個字句，都是
幾經斟酌、反覆權衡之後形成的共識。

「一國兩制」 事業初心在基本法實
施過程中也得到充分體現。香港回歸23
年來，中央依照憲法和基本法有效行使
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先後任命五任行
政長官和歷屆特區政府主要官員，接受
特區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
任免的備案，負責管理與特區有關的外
交事務和特區的防務，並行使基本法解
釋權、重大事項決定權、特區法律備案
審查權、全國性法律在特區實施的決定
權等。特別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16年
對基本法第104條作出解釋，有效遏制和
打擊了 「港獨」 勢力。特區司法機關依
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在涉及 「港獨」 分
子參選和宣誓問題的多個案件中，依照
基本法及相關解釋作出判決。特區政府
根據《社團條例》依法禁止 「港獨」 組
織 「香港民族黨」 運作。這些對維護基
本法權威和香港法治發揮了積極作用。

在憲法和基本法的保障下，特區依
法實行高度自治，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
和自由得到充分保護，民主政制穩步推
進，經濟保持平穩增長，教育、醫療衛
生、文化、體育、社會保障等各項社會
事業邁上新台階。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
議發布的《2019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
，香港在吸收外來直接投資方面保持在
全球第三。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
院《2019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中，香港
的排名位居全球第二。根據世界銀行發
表的《2020年營商環境報告》，香港的便
利營商程度已進入全球前三，排名較去
年進一步上升。多項研究表明，香港的
法治和自由指數均長期名列世界前茅。

當前， 「一國兩制」 偉大實踐已經
進入了 「五十年不變」 的中期，一些長
期積累的矛盾逐步顯現。尤其是在去年
「修例風波」 中，發生了大量嚴重觸碰
「一國兩制」 原則底線的行為，憲法和

基本法的權威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許
多深層次問題都到了必須面對和解決的
重要時期。 「咬定青山不放鬆」 ， 「任
爾東西南北風」 。應對 「一國兩制」 實

踐中面臨的各種困難和挑戰，要求我們
堅守 「一國兩制」 事業初心，堅定憲法
和基本法制度自信，不為一時之曲折而
動搖，不為外部之干擾而迷惘。我們要
堅決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堅定不移，不會變、

不動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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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守 「一國兩制」 事業初心，要求
我們充分認識到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與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是相
輔相成，不可偏廢其一的。 「皮之不存
，毛將焉附。」 如果國家主權、安全和
發展利益得不到維護和保障，香港繁榮
穩定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維護
國家安全是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的核心要求，也是特別行政區根據
基本法必須履行的憲制責任。只有建立
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和執行機制，強化相應的執法力量，
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和進行分裂、顛覆、滲透、破壞活動，
才能確保香港長治久安。

堅定憲法和基本法制度自信，要求
我們認真貫徹黨的十九大、十九屆四中
全會的相關重要部署，堅持和完善 「一
國兩制」 制度體系，嚴格依照憲法和基
本法辦事，完善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使全面管治權等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
相關的制度和機制，進一步維護憲法和
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同時，要大力
加強香港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
的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國情教育、中國
歷史和中華文化教育，增強香港同胞的
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

「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
金。」 基本法頒布30年來 「一國兩制」
的成功實踐充分證明，基本法是一部具
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創造性傑作。
全面準確貫徹實施 「一國兩制」 方針和
基本法，是確保 「一國兩制」 偉大實踐
行穩致遠的不二法門。我相信，在中央
政府和祖國內地的堅定支持下，特區政
府和香港各界人士一定能夠戮力同心、
團結奮進，克服前進道路上的一切困難
和挑戰，以勇氣和智慧開創香港更美好
的明天。

基本法

周年

特區政府舉辦系列活動 推廣憲法基本法
【大公報訊】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

表示，為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
香港特區政府將會舉辦一系列活動，向
社會各界推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及香港基本法，以加深市民大眾對其內
容和條文的認識。

發言人表示，特區政府會於四月推
出基本法頒布30周年網上展覽，以時光
隧道形式，與市民一同回顧基本法的歷
史背景、起草和頒布過程，以及香港成
功落實基本法的情況。市民除了瀏覽資

訊，也可在網上參與互動遊戲。
發言人說，特區政府也會推出基本

法頒布30周年短片專輯和電視宣傳短片
，並會按照實際情況，於今年稍晚舉辦
基本法研討會和法律高峰論壇，探討與
憲法及基本法有關的重要課題。

發言人介紹，為加強網上的宣傳和
推廣，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已推出以幫助
鄰舍為主題的憲法及基本法網上遊戲，
讓市民通過遊戲，加深對憲法及基本法
的認識。市民可由即日起至6月30日，

登上www.cmabonlinegame.hk參與遊
戲。據介紹，特區政府同時會為不同目
標群組舉辦其他宣傳推廣活動，如網上
問答比賽，並印製憲法及基本法兒童圖
書和桌上遊戲等。

為鼓勵民間參與，特區政府會繼續
通過 「基本法推廣活動資助計劃」 及 「
基本法推廣的研究資助計劃」 ，資助非
政府組織或民間機構舉辦不同形式的憲
法和基本法推廣活動及研究計劃，以不
同方式和角度深化推廣工作。

駱惠寧：堅守一國兩制事業初心 堅持依照憲法和基本法治港
——寫在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之際

駱惠寧表示， 「一國兩制」 事業
初心體現為基本法的立法目的，即基
本法序言明確規定的 「維護國家的統
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
定。」 黨的十八大報告進一步將之概
括為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深層次問題必須面對和解決
他強調， 「一國兩制」 事業初心

在基本法起草過程、實施過程中得到
充分體現。特別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2016年對基本法第104條作出解釋，
有效遏制和打擊了 「港獨」 勢力。特
區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在
涉及 「港獨」 分子參選和宣誓問題的
多個案件中，依照基本法及相關解釋
作出判決。特區政府根據《社團條例
》依法禁止 「港獨」 組織 「香港民族
黨」 運作。這些對維護基本法權威和
香港法治發揮了積極作用。

他指出，在去年修例風波中，發
生了大量嚴重觸碰 「一國兩制」 原則
底線的行為，憲法和基本法的權威受
到前所未有的挑戰，許多深層次問題
都到了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重要時期。

駱惠寧表示，維護國家安全是全
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的核心
要求，也是特別行政區根據基本法必
須履行的憲制責任。只有建立健全特
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執行機制，強化相應的執法力量，堅
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和進行分裂、顛覆、滲透、破壞活動

，才能確保香港長治久安。

增強港人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
他強調，堅定憲法和基本法制度

自信，要求我們認真貫徹黨的十九大
、十九屆四中全會的相關重要部署，
堅持和完善 「一國兩制」 制度體系，
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完善中
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使全面管治權
等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
機制，進一步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
的憲制秩序。同時，要大力加強香港
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憲法
和基本法教育、國情教育、中國歷史
和中華文化教育，增強香港同胞的國
家意識和愛國精神。

駱惠寧強調，基本法頒布30年來
「一國兩制」 的成功實踐充分證明，
基本法是一部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
義的創造性傑作。相信在中央政府和
祖國內地的堅定支持下，特區政府和
香港各界人士一定能夠力同心、團
結奮進，克服前進道路上的一切困難
和挑戰，以勇氣和智慧開創香港更美
好的明天。

人大代表促加強基本法教育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旅國

際投資有限公司副主席盧瑞安向大公
報記者表示，駱惠寧的文章指出了香
港社會問題的癥結所在。他認為，在
法律方面，要嚴懲任何挑戰 「一國兩
制」 和基本法的違法行為，對有意效
仿者起到阻嚇作用；在教育方面，則
需要大刀闊斧地重新整頓，包括整頓
教師團體，加強國民教育，令本港青
少年重塑愛國意識和家國情懷。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指出，
駱惠寧特別強調基本法的立法目的，
就是希望大家回歸初心，從歷史的角
度看待香港近些年的發展。他相信，
大多數市民是擁護基本法的，近年只
是有一小撮破壞分子企圖挑戰基本法
，並以謊言蒙蔽年輕人。他促請特區

政府重視這一問題，阻止這
些謊言散播。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香
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之際，香港中聯
辦主任駱惠寧4日在中聯辦官網發表文
章指出，應對 「一國兩制 」 實踐中面
臨的各種困難和挑戰，要求我們堅守
「一國兩制 」 事業初心，堅定憲法和
基本法制度自信。要堅決按照習近平
總書記所強調的，貫徹 「一國兩制 」
方針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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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愛詩：爭議源於有人不接受回歸事實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基

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香港特區首任律
政司司長梁愛詩在電台節目中，回顧基
本法獲全國人大通過三十周年的歷程。
她指出，過去九個月動亂，暴露市民對
基本法有不少誤解，三十年過去，有關
基本法的爭議有增無減，主要是有些人
根本沒有接受回歸的事實，不斷在基本
法的字裏行間鑽空子，曲解其條文的意
思，誤導市民，目的是破壞 「一國兩制
」 ，阻礙基本法的落實。

斥政客別有用心製造對立
梁愛詩表示， 「一國兩制」 成功落

實，大部分國際社群公認，除了少數政
客為了別有用心的目的，每每把香港和

中央對立，以詆毀中國，大部分市民都
認同 「一國兩制」 對香港是最佳選擇，
中英聯合聲明公布時認為如此，基本法
通過時如此，甚至今天也是如此。

梁愛詩提及，1997年以來，基本法
在香港的實施，經過不少立法工作和法
庭案例，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五次法
律解釋和其他決定，香港的憲制已建立
起來。她指出，同任何新事物一樣，實
踐過程必然遇到各種問題，加上內外時
勢不斷變化，避免不了爭議
和矛盾，例如

：全球都面對貧富懸殊、收入分配不均
、住屋置業困難和青年期盼的失落、全
球經濟一體化帶來的競爭、本土主義的
倡議等，造成社會分化，轉為市民對政
府的不滿。

梁愛詩認為，要使 「一國兩制」 順
利運行，甚至在2047年後延續下去，應
摒棄不同政見、仇恨和敵對態度，努力
學習其精神，完善其實施，否則基本法
仍會繼續存在，但香港的前途會淪落到

什麼地步，可想而知。

▲駱惠寧強調， 「一國兩制」 事業初心在基本法起草過程、實施過程中得到充分體現
資料圖片

▲駱惠寧建議要加強青少年的憲法和
基本法教育、國情教育 中通社

駱惠寧文章要點
「一國兩制」 事業初心體現為
基本法的立法目的，即基本法
序言明確規定的 「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
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黨的十八大
報告進一步將之概括為 「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當前， 「一國兩制」 偉大實踐已經進入了 「
五十年不變」 的中期，一些長期積累的矛盾
逐步顯現。尤其是在去年 「修例風波」 中，
發生了大量嚴重觸碰 「一國兩制」 原則底線
的行為，憲法和基本法的權威受到前所未有
的挑戰，許多深層次問題都到了必須面對和
解決的重要時期。

應對 「一國兩制」 實踐中面臨的各種困難和
挑戰，要求我們堅守 「一國兩制」 事業初心
，堅定憲法和基本法制度自信，不為一時之
曲折而動搖，不為外部之干擾而迷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