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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权力运行 推进依法行政

军事行政诉讼试点工作启动
本报讯 近日，经中央军委批

准，并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同意，军
事行政诉讼试点工作启动。

探索建立军事行政诉讼制度，先
行试点、逐步推广，是中央军委《军
事司法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明确的任
务。去年以来，解放军军事法院在深
入调研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制定了实施方案和指导意见。

按照方案，广州军事法院、北京
军事法院为试点基层法院，受理第一

审军事行政案件。在试点基层法院
管辖范围内，军人或军队单位认为
军级以下军事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
军事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可以依法提起诉讼。当事人不服一
审裁判的，可以分别向南部战区军
事法院、中部战区军事法院提出上
诉。试点期间，最高人民法院、解
放军军事法院将依法加强监督指导，
确保试点工作积极稳妥推进。通过试
点，为探索建立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积

累经验、创造条件。
探索建立军事行政诉讼制度，

是贯彻落实习主席关于深入推进依
法治军从严治军，加快实现治军方
式“三个根本性转变”重要指示精
神的实际举措，是军队法治建设进
程中的一件大事，对于进一步规范
和制约权力运行、促进各级依法履
职、维护官兵合法权益、巩固和提
高部队战斗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
意义。 （徐占峰）

新华社香港 7 月 1 日电 （记者
霍小光 赵 博 张 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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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上午在香港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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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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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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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场内气氛隆重热烈，高悬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
格外醒目。当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香
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和丈夫林兆波陪同下步入会场时，全场
起立，热烈鼓掌。

上午9时，庆祝大会暨就职典礼开
始。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

习近平走上主席台监誓。林郑月娥
首先宣誓就职，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举起右
手，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
庄严宣誓。宣誓完毕，习近平同林郑月
娥紧紧握手。

接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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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誓完毕，习近平同他们
一一握手致意。

随后，林郑月娥监誓，香港特别行
政区行政会议成员宣誓就职。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了重
要讲话。他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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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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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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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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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20 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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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保持繁
荣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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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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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对今后更好在香港落实“一
国两制”，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始终
准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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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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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始终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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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始终聚焦发展
这个第一要务。发展是解决香港各种问
题的金钥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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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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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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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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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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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希望特别行政区政府
广泛团结社会各界，全面准确贯彻“一
国两制”方针，坚守“一国”之本，善用

“两制”之利，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
要与时俱进、积极作为，不断提高政府管
治水平；要凝神聚力、发挥所长，开辟香
港经济发展新天地；要以人为本、纾困解
难，着力解决市民关注的经济民生方面
的突出问题，切实提高民众获得感和幸
福感；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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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重举行
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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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誓就职。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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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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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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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入党誓词 争做合格党员

6月30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年主题党
日活动。图为该院干警参加主题党日活动现场。 元春华 曹永斌 摄

本报讯 6 月30 日上午，安徽省
高级人民法院召开院机关“七一”表彰
大会暨党课报告会。安徽高院党组书
记、院长张坚围绕“政治文化”主题为
全院党员干警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张坚指出，要切实增强党内政
治文化建设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
感，严格遵循组织程序，严格执行
廉洁自律准则等各项规定，慎独慎
微慎权。 （武新邦 程 丽）

本报讯 6月28日，青海省高级
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董开军为全
体干警作了题为《党员法官要始终牢
记第一身份是党员》的党课。

董开军强调，要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要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抓
住“关键少数”这个党内监督的重点，
加强对党员法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
的监督。

（祁世林 刘 娟）

青海高院：党员法官牢记第一身份是党员 安徽高院：举行“政治文化”主题党课

本报银川 7 月 1 日电 （记者
赵 霞）今天，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党
支部深入基层党建联系点法院——宁
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
法院开展党日活动，庆祝建党96周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
副书记、副院长李金英同志与最高人民
法院行政庭党支部干警等一起在党旗下
重温入党誓词，并视察了大武口区万盛
社区“陈美荣语晴工作室”。

本报讯 6月30日，最高人民法
院第四巡回法庭举行实习助理法律实
践计划启动暨迎新大会，新招录的54
名工作人员，以及来自7所高校的19
名实习助理正式报到。迎新大会结束

后，最高法四巡分党组副书记、副庭长
李广宇与全体新成员立即来到党建室，
举行新成员入职之后的第一次集体活
动——重温入党誓词。

⇨⇨下转第四版

最高法行政庭党支部赴宁夏开展党日活动

最高法四巡全体新成员重温入党誓词

本报长沙7月1日电 （记者 曾
妍） 6月30日清晨6时，洪水侵入湖南
省安化县人民法院江南人民法庭。法庭
负责人姚华辉率领法庭干警不顾山洪危
险第一时间抢险救灾，奋力将一层办公
室里存放的案卷及材料转移至高层，并
对办公设备进行加高处理。截至 16 时
20 分，法庭已进水一米多深，水势仍
在上涨，在安全转移全部卷宗后，法庭
干警才蹚着齐腰深的洪水转移。

近日，湖南普降大到暴雨，强降雨
持续，受强降雨影响，湘江、资水、沅
江干流全线及湖区部分地区出现接近或
超警戒水位洪水，湖南省已经启动防汛
二级响应。灾情发生后，在当地防汛指
挥部的统一调度下，湖南法院抽调部分
干警投入抗洪抢险一线，全力保护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月 30 日 23 时，位于辰溪县锦滨
乡的雪峰机械厂内多名群众被困家中，
随着洪水的上涨，搜救转移行动迫在眉
睫。辰溪法院院长杨辉军集结干警前往
该厂展开紧急救援，搜索被困群众，组
织转移受灾群众。截至7月1日17时，
辰溪法院救援队解救、转移受困群众
300余人。

7月1日上午，岳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院长彭世理接到市防汛指挥部关于调
整防汛责任片区的指示后，立即驱车赶
往平江县防汛指挥部，了解汛情与群众

转移等情况，与相关人员紧急部署研究
防汛与救灾工作。

长沙、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常
德、岳阳、益阳、怀化等湖南部分法
院的干警们不畏风险，投身抗洪救灾
一线，一边众志成城，采取有效措
施，尽力帮助灾区进行群众转移安
置、物资财产抢救，一边妥善安排审
判执行工作。

湖南法院部分干警坚守抗洪抢险一线

图为辰溪县人民法院干警在一栋危
楼中，将一对老人接到救援船上。

本报记者 曾 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