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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亲临香
港出席有关庆祝活动，体现了中央政府对香港居民的
亲切关怀。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的重要讲
话，充分肯定了香港回归祖国 20 年来取得的显著成
就，精辟总结了“一国两制”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
为香港未来发展指路引航，是我们继续推进“一国两
制”成功实践的科学指南。

实践取得成功举世公认

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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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

“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情况的高度评价。
习近平的重要讲话着重从两个方面作了论述：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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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继续保持繁荣稳
定。这两个方面对应的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根本宗
旨，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保持香港长
期繁荣稳定。

前者的着眼点是香港与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中央
对香港的管治权是否得到落实。在特别行政区制度和
体制之下，中央拥有的权力不仅包括负责管理与香港
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和国防事务，还包括组建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任命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
区政府主要官员，以及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和修改权，
等等。香港回归以来，这些权力大多已有效行使。特
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五次作出解释，并就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发展问题三次作出决定，牢固
确立了基本法在香港法律体系中的最高地位和中央在
香港有关重大事务上的主导权。

香港今天的繁荣景象、稳定局面、自由程度、民
主进步等，是许多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中国政府
抱有成见和偏见的人完全想象不到的。特别是当我们

把香港取得的这些发展成就放到香港回归不久就遭遇
亚洲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后来又遭遇非典疫情和国
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大背景下来观察，放到当前资本主
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大环境中作比较，我们就会
更加感到殊为不易。

既理性分析又坚守方向

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一国两制”需
要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香港回归以来，我们在实践中
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香港经
济社会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显露，加之处
理行政长官普选方案等重大政治较量的影响，出现了
一些带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和乱象。

对此，我们需要正确看待、理性分析。习近平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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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今后更好在香港贯彻落实“一国两制”，习近平
提出了“四个始终”的指导意见。这些重要指导意见
反映了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实践的规律性认识，
集中体现了中央的治港方略，具有重要的现实针对性
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四个始终”确保行稳致远

始终准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才能
确保“一国两制”实践的正确方向。从实际情况看，
对“一国两制”理解不全面、不准确，对香港与国家
的关系缺乏正确认知，重“两制”轻“一国”，甚至以
高度自治权对抗中央依法享有的管治权，是影响“一
国两制”实践方向的主要问题，需要重点防范和及时
纠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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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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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是依法治国和维护
香港法治的应有之义。从实际情况看，需要全面落实
基本法的规定，完成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需要
不折不扣地遵守基本法的规定，而不能选择性地适用
和执行；需要自觉维护基本法的权威，共同抵制违反
基本法的言行；需要进一步强化全社会的宪法和基本
法意识，加强对基本法的宣传教育。

始终聚焦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是保持香港长期繁
荣稳定的根本之道。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要加强对香
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谋划，更好发挥引领和推动作
用。社会各界要进一步弘扬自强不息、勇于拼搏、灵
活应变的香港精神，特别是积极参与国家新一轮改革
开放进程和“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人民币国际化等重大发展战略的实施，从而开辟香港
经济发展的新天地。

始终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香港居民的共
同福祉所在。对于这些年持续的政治争拗，特别是对
于人为制造对立、对抗的“泛政治化”，香港居民已经
普遍感到厌倦。民心思定、民心思安，是当前香港社
会的主流。虽然香港社会各阶层、各界别利益多元、
诉求多样，但大家在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根本利益上
是一致的，应当发扬理性、包容的优良传统，和衷共
济，实现爱国爱港旗帜下的最广泛团结，形成建设美
好家园的和谐氛围。

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不仅是站在香港回归祖国 20
年的时间节点上回望历史、总结经验，而且是站在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战略和全局高度展望未来、谋篇布局。有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定向，有回归 20 年积累的丰
富经验和夯实的发展基础，有中央政府、香港特别行政
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团结奋斗，“一国两制”在香港
的实践一定能不断破浪前行、行稳致远。

（作者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

继续推进“一国两制”的科学指南
张晓明

本报台北7月6日电（记者王平） 为纪念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80周年，台湾民生党近日在台北举办了“抗战八十
载、百年中国梦：张穆庭流行钢琴音乐会”。音乐会以慷慨
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开场，民生党主席张穆庭的钢琴曲
独奏，将现场观众思绪带回80年前全民抗战的岁月。随后
的《长城谣》《松花江上》《望春风》《雨夜花》……一首首抗
战经典歌曲，讲述的都是那段悲壮的历史。

张穆庭接受记者采访表示，奉行孙中山“民生主
义”主张的民生党希望能传承抗战精神，让台湾同胞尤
其是台湾年轻人了解两岸曾经共同抗战的真实血泪历
史，并理解今天两岸之间和平不易，深刻认识到两岸唯
有携手同行，才能有更好的未来。

2005年，张穆庭创作发行 《1937南京大屠杀纪念单
曲》，并在南京举行唱片义卖捐款给两岸慰安妇，自此与
抗战音乐结下缘分。他表示，下半年将赴大陆举办抗战
音乐会，民生党也将持续协助台湾青年赴大陆实习、就
业、交流等工作，为台湾年轻人找寻出路与机会。

台湾民生党举办音乐会

纪念抗战全面爆发80周年
台湾民生党举办音乐会

纪念抗战全面爆发80周年

本报北京7月6日电（记者张盼） 2017京港青年伙伴
交流周于5日下午在北京科技大学落下帷幕，来自香港科
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和北京科技大
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高校的200余名京
港青年学生完成在京为期一周的学习交流活动。

本次交流周由北京团市委、北京市青联、香港专业
人士 （北京） 协会等单位主办，通过走访北京街头、经
历团队训练、探索科技前沿、思考共创未来，以达到加
强对京港青年学生国情教育认知、综合素质提升和团队
精神培养的目的。

从启动仪式的小组组建开始，京港青年先后通过团
队训练、创业培训、城市游踪、公益服务等系列内容互
学互帮互促，最后以小组为单位总结学习成果进行小组
汇报。交流周正值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营员们走进人
民大会堂，聆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香港基本法
委员会主任李飞关于香港与国家发展的专题报告；还在
回归纪念日当天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即兴集
体合唱《歌唱祖国》，抒发爱国情怀。

本报北京7月6日电（袁梦源、乔予、侯宇瑶） 7月
6日，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国少年先锋队全国工
作委员会、北京大学和台湾企划人协会联合主办的“第十
五届两岸和平小天使互访交流活动开营仪式”在北京举
行。40名来自台北市民族、民生及敦化小学的小朋友与40
名北京大学附属小学的同龄人相聚北京、一一结对，共同
拉开“第十五届两岸和平小天使互访交流活动”的序幕。

开营仪式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台联会长
汪毅夫宣布互访交流活动开幕。全国台联副会长杨毅周
致辞。

本次“第十五届两岸和平小天使互访交流活动”的
北京段活动从7月5日开始，持续至12日。全国少工委副
主任顾淑华、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叶静漪、台湾企划人
协会理事长翁林澄等主办方代表与承办方代表一同出席
开营仪式。

京港青年伙伴交流周落幕

两岸和平小天使在京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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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抗战：海峡两
岸油画联展”7月 5日起在南京
举行，展出 30 幅反映抗战历史
的珍贵油画作品。本次画展由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和台湾地
区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纪念协
会共同主办，是两岸首次举办
以抗战为主题的油画联展，旨
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0 周
年。展品包括中国国家博物馆
和中国美术馆的馆藏作品，以
及台湾画家精心创作的油画作
品。

图为观众在参观以侵华日
军投降签字仪式为题材的油画
作品。

新华社记者 孙 参摄

两岸油画联展两岸油画联展
聚 焦

““中国人的抗战中国人的抗战””

“中华民族五千年，炎黄二帝是祖
先。全球华人传一脉，根亲祖地在轩辕。”
在以题诗和姓氏树组成的《中华姓氏寻
根图》前，分别来自两岸的男女主持人从

“牧野之战”讲述陈姓起源，以“大禹治
水”引出黄姓一脉，借“周公诛武庚”为蔡
姓释疑解惑，以共同使用的姓氏细叙两
岸文化渊源。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2017台胞青年
千人夏令营”开营式上，近千名从岛
内、海外汇聚而来的台胞青年，共同聆
听了姓氏文化故事，并在舞蹈、合唱、
器乐等文艺表演中，感受青春的热情奔
放，期待即将开展的精彩行程。

做互联互通的桥梁

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的
两岸交流品牌项目“台胞青年千人夏令
营”进入第 14个年头，累计近 1.7万名台
湾青年朋友借此机会来到大陆。全国台
联副会长纪斌致辞说，今年夏令营将延
续“龙脉相传·青春中华”的主题，希望青
年朋友们亲身感受大陆的历史文化、人
文风情，体验大陆的发展变化，在参观交
流中拓展视野、砥砺品格。

纪斌说，世界风云变幻，中华民族要
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靠的就是两岸
中国人的共同打拼，特别要靠当代两岸
青年的共同打拼。希望青年朋友们在夏
令营期间增进理解、收获友谊，做两岸青
年互联互通的桥梁和纽带。“一起进步，
共同担当”，担负起传承中华文明的重
任，做谋两岸人民福祉的生力军。

初次“登陆”消除误解

台湾组团方领队李明璇曾在大学期
间多次参加千人夏令营。“第一次报名
时，是很不情愿的，因为当时我对大陆的
印象并非很好。但当时父亲告诉我，爷爷
来自安徽，而且大陆并不完全是媒体描
述的那样，鼓励我去大陆看看。”李明璇
说。

从初次“登陆”开始，李明璇渐渐
发现，“大陆的青年跟我们一样有着同
样的语言、听着同样的流行音乐，甚至
看着一样的宫廷剧和偶像剧，两岸青年
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在她看来，当对
大陆有更多了解时，有许多误解会消
除，对许多事情会逐渐产生谅解。

“在交流的过程中，大陆同学对台

湾满是称赞，这让我很感动。”随着交
流越来越多，李明璇坦言自己已经放下
了台湾人习惯性的优越感，真正地去欣
赏大陆的发展与进步。

体验之旅陆续展开

来自台湾艺术大学的大四学生陈彦
宏说，“这是我第一次到中国大陆来，相信

未来几天的旅程对我来说，将会是一趟全
新与宝贵的体验。”他认为，台湾的蓝绿恶
斗，除了不利于各种改革，也让经济停滞不
前，这是台湾年轻人所不愿意见到的。面对
大陆的不断进步与台湾的停滞不前，台湾
有太多需要向大陆学习的地方。

本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共汇聚从
台湾岛内、海外来的近千名台胞青年，
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 160
名优秀青年大学生志愿者以及 20 多名
在大陆高校念书的台籍大学生志愿者。

据主办方介绍，北京总营活动时间
将持续至本月 7日，期间除参访北京的
名胜古迹外，还将举办两岸青年的高校
交流活动。之后，千余名台胞青年营员
将分赴 27 个省区市，继续感受祖国的
壮美河山，观摩各地的台资企业。

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

在青春共舞中深化友谊
本报记者 张 盼 文/图

图为开营式后的联欢晚会上，两岸主持人共话姓氏渊源。图为开营式后的联欢晚会上，两岸主持人共话姓氏渊源。

近日，首届 2017 海峡杯两岸青年女子篮球
锦标赛在台北开赛。本次比赛分为高中组和初
中组两个组别，共有11支大陆球队和13支台湾
球队参加。

图为浙江省温州中学队与台湾淡水高级商
工职业学校队在比赛中对抗的场景。

郭伟巍摄

海峡杯两岸青年女子
篮球锦标赛台北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