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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通過了習近平總書記代表十八屆中央委員會作的報告，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

(修正案)》等決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這意味着中國已經進入了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其新目標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

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鬥。”這是本次大會最大的亮點和最大的貢獻。 
十九大報告以馬克思主義的眼界深刻洞察世界發展大局和中國進步大局，從理論和實踐、歷史和

現實、國際和國內相結合的視野，深刻回答了新時代新征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重

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是引領新時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北京市委書記蔡奇指出：“習近平總書記

所作的報告旗幟鮮明、高屋建瓴、深邃精闢、氣勢磅礴，極具震撼力、穿透力、感召力，是當代馬克

思主義的最新成果之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開篇之作，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奠基之

作。”1 
使港澳同胞無比振奮的是，十九大報告第一次把堅持“一國兩制”列入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這表明港澳在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後，“一國兩制”偉大事業在黨

和國家工作全域中具有新的政治定位，意義重大而深刻。 
根據《中共中央關於認真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決定》，“學習領會黨的十九大精神，

必須堅持全面準確，堅持讀原著、學原文、悟原理，做到學深悟透。要認真研讀黨的十九大報告和黨

章。”本文着重談談兩點學習體會。 
 
 

一、學習十九大精神應把握的重點 
 
上述《決定》明確指出全面準確學習領會十九大精神，要着重把握十個方面。由於篇幅所限，這

裏簡要論及六個方面。 
 
(一) 深刻領會十九大主題 
十九大主題就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鬥。這個主題

明確回答了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舉甚麼旗、走甚麼路、以甚麼樣的精神狀態，擔負甚麼樣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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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甚麼樣的奮鬥目標的重大問題。 
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個初心和使命是激

勵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在 96 年波瀾壯濶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人緊緊依靠人民，

跨過一道又一道溝坎，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為中華民族作出了偉大歷史貢獻。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全黨仍要牢記初心和使命，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狀態，團結帶領全國

各族人民，繼續朝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奮勇前進。 
 
(二) 深刻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1. 歷史地位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

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實

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黨全國人民為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行動指南，必須長期堅持並不斷發展。從而實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又

一次與時俱進。 
2. 豐富內涵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內涵十分豐富，涵蓋新時代建設和發展的方方面面。其中最

重要、最核心的內容，就是十九大報告概括的“八個明確”。這“八個明確”高度凝練、提綱挈領地

點明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內容，構成了系統完備、邏輯嚴密、內在統一的科

學體系。這是指導思想層面的具體表述，而“十四個堅持”則是行動綱領層面稱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基本方略。 
3. 時代背景 
十九大報告指出：“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是

中國發展的歷史方位，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中共十八大以來國

內外形勢深刻變化和中國各項事業快速發展催生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個新思想

回答了實踐和時代提出的新課題，即堅持和發展甚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 
4. 理論特色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

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第三次飛躍，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它繼承和發揚馬克思

主義理論品質，貫穿堅定信仰信念、鮮明人民立場、強烈歷史擔當、求真務實作風，勇於創新精神和

科學方法論，呈現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理論特色：一是堅守真理、傳承文明的繼承性，二是

與時俱進、引領未來的創新性，三是不忘初心、踐行宗旨的人民性，四是實事求是、把握規律的科學

性。2 
 
(三) 深刻領會黨和國家事業發生的歷史性變革 
中共十八大以來的 5 年，是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發展進程中極不平凡的 5 年。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

中央科學把握當今世界和當代中國發展大勢，順應實踐要求和人民願望，舉旗定向、運籌帷幄、統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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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鬥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

戰略佈局，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強烈的責任擔當，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出台一系列重

大方針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推進一系列重大工作，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

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 
報告從“十個方面”闡述所發生的歷史性變革，令人信服；五年來成就是全方位的、開創性的，

5 年來變革是深層次的、根本性的。這些歷史性變革，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具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四) 深刻領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新時代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概念，而是一個十分重大的概念。這個新時代，是承前啟後、繼往開來、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時代，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

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不斷創造美好生活、逐步實現全體人民

共同富裕的時代，是全體中華兒女勠力同心、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是中國日益

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 
中國進入新時代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一對中華民族而言，意味着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

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二對社會主

義而言，意味着科學社會主義在 21 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了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三對人類社會而言，意味着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解決人類發

展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五) 深刻領會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矛盾。其客觀依據是：中國穩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小康，

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

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同時，中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

顯著提高，社會生產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已經成為

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這些重大政治判斷反映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實

際，為更好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引，具有重大實現意義。 
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係全域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但是，

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中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中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

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中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 
 
(六) 深刻領會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 
改革開放之後，中共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戰略安排，提出“三步走”和“兩個一百

年”奮鬥目標：第一階段，從現在到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要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各項要求，緊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突出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特別是要堅決打好防範化

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攻堅戰，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得到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 
從十九大到二十大，是“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滙期。在這一關鍵時期，十九大對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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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作出新的戰略安排，即將全面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分為兩個階

段來安排：第一個階段，從 2020-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鬥 15 年，基本實現

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從 2035 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鬥 15 年，

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基本實現現代化，

再到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三步走”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戰略安排。 
此外，《決定》還要求：深刻領會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

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等方面的重大部署；國防和軍隊建設、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的

重大部署；堅定不移從嚴治黨的重大部署。 
 
 

二、“一國兩制”進入新時代邁向新征程 
 
在初步學習並把握了十九大精神的基礎上，應進而重點學習十九大報告關於港澳工作的論述，方

能更深刻領會十九大的精神，把“一國兩制”偉大事業繼續向前推進，續寫港澳新傳奇。十九大報告

5 次提到港澳問題並 3 處展開論述，從提到次數到篇幅字數，都是歷屆黨代會報告之最，充分體現了

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港澳的關懷和重視。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表示，

“十九大報告在三大部分用了較大篇幅論述‘一國兩制’事業和港澳工作，是歷屆黨代會報告中着墨

最多、分量最重的。”3 筆者主要談談兩點學習體會。 
 
(一) 十九大報告確立“一國兩制”新定位及其意義 

十九大報告不僅充分肯定過去 5 年港澳工作取得新進展，即“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牢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中央對香港、澳門全面管治權，深化內地和港澳地區交流合作，保持香

港、澳門繁榮穩定。”更重要的是報告確立了“一國兩制”新定位，即報告把堅持“一國兩制”列為

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14 條基本方略中的第 12 條，指出“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

穩定，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

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

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 
有社評指出：“‘一國兩制’並不是靜止的、僵化的觀念，而是一項具有無比生命力和與時俱進

的偉大方針，隨着實踐經驗的累積，黨對‘一國兩制’的認識和要求不斷深化和提高，由一項治國理

政的課題提升到今天基本方略，更進一步融入了‘全國一盤棋’的大局和大業中。”4 事實正是如

此，“一國兩制”方針自制訂之日起，就與黨和國家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關於在中國實行“一國

兩制”的構想，主要是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逐步形成發展的，而 1982 年 9 月，時任

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的鄧小平在會見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時，第一次提出“一國兩制”的概念。

他說，關於收回香港主權問題，可以採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解決。 
此後，“一國兩制”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名字不僅出現在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

而且不斷出現在歷次黨代會的重要文獻中，值得注意的是其提法不斷更新和提升：2004 年 9 月中共

十六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黨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面臨的嶄新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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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2007 年 10 月十七大報告將“嶄新課題”進一步表述為“重大課題”；到 2012 年 11 月十八大

報告則提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實行“一國兩制”

的“根本宗旨”。再到 2017 年 10 月十九大報告首次明確將“一國兩制”上升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基本方略，並在內容上進一步豐富發展。 
可見，十九大報告是在中國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新

形勢下，以前所未有篇幅和內容，對“一國兩制”作出了新定位，其意義重大。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

民對此作了解讀：“這一不斷遞進的歷史脈絡，表明香港(澳門)在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後，‘一國

兩制’事業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域中具有新的政治定位，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進程中的地位更為重要，同時也反映了我們黨對‘一國兩制’事業規律性認識的不斷深化。這

一新定位與習總書記‘七一’視察香港時有關‘我們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把

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建設好’的重要論述共同賦予‘一國兩制’新的歷史使命。”5 
要深刻理解“一國兩制”新定位的重大政治意涵，至少要把握兩個關鍵字，即新定位的“政策高

度”和新定位的“核心要求”。理解前者，需要從“基本方略”這一概念入手，“基本方略”絕非一

般性的政治名詞，而是專指帶有根本性、長遠性、整體性的政策方向。正如十九大報告所說的“包括

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目標、總任務、總體佈局、戰略佈局和發展方向……等基本

問題。”在此之後，列出 14 條基本方略，其中包括堅持“一國兩制”，這是根據新的實踐作出的政

策指導，表明“一國兩制”絕非“權宜之計”，而是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性政策。 
理解後者，要特別注意十九大報告在第三章中指出：“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

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提出

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突出政治建設在黨的建設中的重要地位。”這一點可以提醒港澳同胞，中國

現行憲法裏的“四項基本原則”雖然不可在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直接實施，但這不等於說“四

項基本原則”與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毫無關係。事實上，對香港和澳門的方針政策，都是中國

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國家制定出來的，沒有中國共產黨的膽略，誰能提出“一國兩制”方

針？如今十九大報告強調“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尤其是在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

方面，只有中國共產黨一個領導核心。任何意圖挑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或破壞“一國兩制”，排斥黨

和中央政府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注定是徒勞的也是必定會遭到失敗的。 
 
(二) 十九大報告為“一國兩制”新定位提出新的要求 
十九大報告一個顯著的特點是：不僅確立了“一國兩制”的新定位，還設專章(第十一章)對港澳

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的要求，為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推進“一國兩制”在香港、澳門實踐的行穩致遠指

明了方向，明確了重點。 
“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以來，‘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事實證明，‘一國兩制’

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

度。”報告對港澳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的要求，概括起來有四層意思。 
第一，強調要“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

制。”這一條要求有三層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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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因為“一國兩制”是一項開創性事業，無論對內地人

和港澳同胞來說都是重大歷史轉折。“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也遇到了新情況新問題，香港社會還

有一些人沒有完全適應這一重大歷史轉折，特別是對“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有模糊認識和片

面理解。前幾年香港出現的某些亂象都與此有關，因此，要把“一國兩制”在香港、澳門的實踐繼續

推向前進，必須從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宗旨出發，

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政策，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 
二是要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不可否認，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後，內地從事港澳工作的人

士和港澳同胞對依照憲法辦事重視不夠。近年，中央在重申嚴格按基本法辦事之前於加上嚴格依照憲

法辦事，很有必要。憲法為“一國兩制”方針提供了堅實的法律基礎和最高的法律保障，同時為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憲法第 1 條開宗明義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這一條對港澳地區同樣適

用。儘管香港、澳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但必須尊重、認同國家主體依照憲法實行社會主義制度，

必須尊重、認同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等等。事實上，回歸後的港澳同胞既生活在基本法確立的

法律秩序之下，也生活在憲法確立的國家憲制秩序和治理體系之下。 
三是要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即圍繞對特別行政區法律備案權、行政長官和主要

官員任命權、基本法解釋權和修改權、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決定權、中央政府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權，

以及聽取行政長官述職和報告等基本法規定的中央“六項權力”，要制定和細化有關規定，健全落實

基本法具有操作性的制度和機制，確保基本法得到全面準確貫徹執行。 
第二，強調“要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積極作為，團結帶領香港、澳門各界

人士齊心協力謀發展、促和諧、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序推進民主，維護社會穩定，履行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是中央的一貫政策，但是十

九大報告進一步強調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兩個施政重點。 
一是要謀發展，促和諧、保障和改善民生。這固然同香港回歸後，由於政治爭拗不斷，經濟發展

速度放慢，改善民生力度不足有關。更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有緊密的聯繫。基

本方略第 8 條指出：“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進民生福祉是發展的根本目的。必須多謀民

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在發展中補齊民生短板，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

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不斷取得新進展，深入開展脫貧攻堅，保證全體人

民在共建共用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確保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居樂業。” 
二是要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這一要求同樣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思想和基本方略有關。基本方略第 1 條指出：“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憂患

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大原則……加強國家安全能力建設，堅決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2017 年 10 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在推出一系列務實惠民生、創新謀發展

政策措施的同時，承諾特別行政區政府有憲制責任就《香港基本法》第 23 條制訂法例，以維護國家

的安全，惟在過去的經驗中顯示，該議題極容易引起社會爭議，故本屆特區政府權衡輕重，謹慎行事，

並嘗試創造有利立法的社會環境，讓香港社會可以正面地處理這個對特別行政區的憲制要求。6 
第三，強調“香港、澳門發展同內地發展緊密相連。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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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

制定完善使得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這一條要求指明國家對香港、澳門支持的具

體方向──全面推進互利的“區域合作”，包括大灣區建設在內的一系列舉措。雖然這些舉措過去中

央曾在不同場合提及，但在十九大報告再次強調其層次與意義就不言而喻。港澳各界也需抓緊這一難

得機遇，從推動國家整體發展中來發展自己。 
香港在過去的發展中，很多時候缺乏對國家發展的關注，很多時候我們對於國家政策的理解也只

是被動接受，並沒有積極主動參與到國家的發展中，因此也錯失了很多借助國家發展而完善自身的機

會。現在是時候改變這種被動的心態，十九大所提出的新時代思想必將給香港發展帶來新方向和啟

示。“香港不可以再被動地等中央‘送大禮’，而應該積極行動，共同參與國家的建設，為國家發展

提供香港經驗和香港智慧。”7 
十九大強調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是最有效、最根本、最長遠的“挺港”、“挺

澳”方略。它為港澳搭建了一個與內地不斷擴大的廣濶合作平台。只要粵港澳三方真誠合作，各自發

揮優勢，粵港澳大灣區有望打造成媲美紐約灣區、東京灣區、三藩市灣區以外的世界第四大灣區，是

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重中之重。可以預見，大灣區將成為中國經濟新時代的新增長極。而港澳參與

其中，也必將推動自身的發展及獲得“紅利”。同時，擴大市民的就業，開拓生活和居住更廣濶的空

間。至於粵港澳合作和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同樣可以各自發揮獨特優勢，形成優勢互補，共同開發共

贏的新局面。由香港旅遊發展局及香港旅遊業議會主辦，國家旅遊局支持的“粵港澳大灣區旅遊業界

合作高峰會”2017 年 12 月 21 日於香港舉行。商建合作平台把握大機遇，會上由 11 個粵港澳大灣區

的旅遊協會代表共同簽署合作協定書，承諾攜手推動區內的旅遊發展，包括積極推動區內旅遊資源開

發，利用“一程多站”旅遊概念聯合開發特色旅遊產品，建立定期溝通渠道及日常聯絡機制等。這次

會議的召開是香港採取主動，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在中共十九大閉幕不到兩個月，中央履行承諾，由國務院港澳辦公佈新一批便於香港、澳門居民

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包括在內地就業的港澳同胞，均可按照內地《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享受住房

公積金，同時增加了港澳學生的獎學金名額，且大幅提高獎學金獎勵標準，最高每人每學年獎金達人

民幣 3 萬元，等等。 
第四，強調“我們堅持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澳力

量，增強香港、澳門同胞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讓香港、澳門同胞同祖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

責任、共用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這一條的核心要求是增強香港、澳門同胞的國家意識和愛國

精神，共擔復興歷史責任，共用祖國偉大榮光。 
香港、澳門同胞具有愛國愛港愛澳的光榮傳統，雖然港澳兩地均歷經外族百年管治，但港澳與內

地書同文、語同音、習俗相同、相貌無異；雖然港澳是中西文化的交滙點，但中華文化依然是民族的

根和靈，佔據主導地位。這種天然的愛國情懷是無法割斷的。港澳回歸後，每當內地遇到危難關頭，

港澳同胞總是自覺伸出援助之手，尤其是 2008 年汶川大地震，港澳同胞捐款捐物，志願者赴災區救

災，令人難忘。隨着祖國的日益強大，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也大大激發了港澳同胞的愛國熱情。 
但是，不可否認，至今有些港人對“一國兩制”的核心“一國”仍然缺乏認識，例如對中央全面

管治權、對人大釋法、對“831”決定、對國民教育、對內地的政治制度等表現出不理解和抗拒，皆

緣於此。因此，增強“一國”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擺正“一國”與“兩制”的關係十分重要。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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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共擔復興歷史責任，共用祖國偉大榮光的前提和政治基礎。 
十八大報告提出“共享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提出“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

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這兩個方面是辯證的統一體。首先，必須指出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中國夢，不僅僅是內地人的夢，而是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內的全民族、全體中華兒女共同的夢想。

已經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和澳門可以發揮內地城市無法替代的獨特作用，特別是有責任助推內地

實施“走出去”戰略，利用自己熟悉全球營商環境優勢，幫助內地企業在全球範圍內整合資源，開拓

市場。十九大報告指出：“只要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順應歷史大勢，共擔民族大義，

把民族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就一定能夠共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美好未來！” 
十八大以來的 5 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從人民幣 54 萬億元增長到人民幣 82.7 萬億元，穩居世界

第二，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 30%。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大力實施，創新型國家建設成果豐碩，天

宮、蛟龍、天眼、悟空、墨子、大飛機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繼問世。港澳同胞為祖國的成就歡呼、自豪。

15 年、30 年後，當中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再到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當中華民族以更

加昂揚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港澳同胞也必將與內地同胞一道分享快樂、分享自豪，分享祖國

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註釋： 
                                                 
1 蔡奇：《指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前進方向》，載於《人民日報》，2017 年 10 月 19 日，第 14 版。 
2 劉雲山：《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載於《人民日報》，2017 年 11 月 6 日，第

2 版。 
3 張曉明：《把“港澳夢”融入中國夢》，載於《大公報》，2017 年 10 月 28 日，第 A2 版。 
4 《“一國兩制”也要進入新時代邁向新征程》，載於《大公報》，2017 年 10 月 24 日，第 A2 版。 
5 王志民：《新時代引航，續寫港新傳奇》，載於《大公報》，2017 年 10 月 28 日，第 A1 版。 
6 鄭治祖：《不輕言重啟政改，有責訂立 23 條》，載於《文匯報》，2017 年 10 月 12 日，第 A12 版。 
7 李慧瓊：《新時代的本質和香港的關係》，載於《文匯報》，2017 年 12 月 21 日，第 A18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