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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是方向、是考卷

二十大報告是答卷，提出如何做

共產主義思想是理論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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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序言第七自然段
——2018年憲法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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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的根本任務是，沿著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各族人民
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
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
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
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治，貫徹新發展理念，自力更生，艱苦奮
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推動物質文明、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
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
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
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
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
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總的戰略安排是分兩步走：從二〇二
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紀
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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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報告》——
三、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產黨的使命任務



二十大報告要點（宣讀部分）：

 首提中心任務（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國式現代化）

 重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堅持」這個「改革方向」、「構建高水準」「體制」）

 重申發展是第一要務（執政治理）

 重申一帶一路（「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品質發展」）

 首提「一國兩制」必須長期堅持

 首提兩個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愛國者治港」）

 首提兩個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民族復興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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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報告全文涉港澳部分：

 首提保持香港、澳門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長期不變

 首提發揮香港、澳門優勢和特點

 首提鞏固提升香港、澳門在國際金融、貿易、航空航運、創新科技、文化旅遊等領
域的地位

 首提深化香港、澳門同各國各地區更加開放、更加密切的交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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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涵豐富（涵蓋經濟、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會、生態文明、國家安全、國防和軍
隊、“一國兩制”和祖國統一、統一戰線、外交、党的建設等）

 其中最最核心的內容，是十九大報告概括的“八個明確”：

一、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二十大報告（一））

三、總體佈局是“五位一體”、戰略佈局是“四個全面”，強調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四、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五、推進依法治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二十大報告（七））

六、強軍，把人民軍隊建設成為世界一流軍隊（二十大報告（十二））

七、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二十大報告（十四））

八、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 7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二十大報告（三）：經過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我們黨成功推進和
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



 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十九大報告：以城市群,例如：粵港澳大灣區,
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改革開放初期提出先讓部
份人富起來的續集）

 文化自信——二十大報告（八）、香港打造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治理能力現代化——按香港實際情況，完善選舉制度

 推進依法治國——普通法是香港的，也是國家的，更是國家法治體制的重要組成

 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深化香港、澳門同各國各地區更加開放、更加密切的交
往合作

 道路自信——中國式現代化

 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特別行政區居民應該自
覺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香港國安法》（顛覆國家政權罪）

 制度自信——「一國兩制」必須長期堅持（《基本法》第五條：….保持原有的資本
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這是從民族復興的大計和時間表，昇華到全
面的制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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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一百年：2049年和2047年的問題。
是巧合嗎？從提出「一國兩制」開始，就已經把香港的角色放在整個國家和民族
復興的藍圖當中去思考。

改革開放和「一國兩制」從第一天開始，就已經是孿生關係，是推動國家發展兩
個制度上的火車頭。

結語



全面深化改革，打響改革攻堅戰加強改革頂層設計…各領域基礎性制度框架基本
建立…許多領域實現歷史性變革，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
我們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

（二十大報告（一））

全面準確推進「一國兩制」實踐、「一國兩制」發展觀

《憲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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