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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之有效刊物

魅力之都 更勝往昔
駱惠寧指出，當前，香港 「一國兩制」
實踐已經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要回答好前
進道路上各界長期關心、市民普遍關注的重
大問題，尤其需要我們從歷史中獲得智慧、
汲取力量。
「有人問，對香港的 『一國兩制』 怎麼
看？我要說，香港回歸以來走過的非凡歷
程，足以讓我們對 『一國兩制』 充滿歷史自
信。」 駱惠寧表示，近25年來，儘管遭受過
重大疫情和經濟危機的衝擊，經歷過 「黑
暴」 「攬炒」 的嚴峻局面，儘管總有人企圖
將民主發展引入歧途，總有人從未放棄搞亂
香港，但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在祖
國內地的堅定支持下，香港不僅頂住了，而
且站穩了， 「東方之珠」 塵霾洗盡、魅力之
都更勝往昔。回顧走過的路，那些唱衰 「一
國兩制」 的從未如願、破壞 「一國兩制」 的
不得人心。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創立、發

•良政善治，既要靠
特區管治團隊的積
極作為，也要靠社
會各界的共同努
力。眼下最重要的
是同心抗疫，共克
時艱。

• 繼續推動落實中央全面

管治權

• 繼續堅定支持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

• 繼續廣泛深入聽取市民

心聲

• 繼續當好香港與內地的

橋樑紐帶

忘不了慶祝中國共產黨
百年華誕，維港兩岸喜慶熱
烈的氛圍。

忘不了選委會、立法會
選舉，候選人比政綱、擺街
站、訪選民的場景。

忘不了全港中小學校園，
孩子們開始每天面向五星紅旗
注目行禮。

忘不了我和中聯辦同事一起登
漁船、走籠屋、訪商戶、探街坊，
切身體會到大家對重獲安寧的欣
慰、對更好生活的期盼。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昨日代表中聯辦全體同仁向廣大香港市民拜年，並發表了題為《讓歷史之光照亮香港未來》的在線新春致辭。

展和捍衛的 「一國兩制」 好，與國家同發展
共進步的道路對，當家作主的香港同胞行！

有祖國堅定支持，香港站穩了!

面臨挑戰 不進則退
「有人問，對香港的發展前景怎麼看？
我要說，未來充滿希望，關鍵是要有堅定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歷史自覺。」 駱惠寧認
為，香港的發展面臨挑戰，不進則退。但也
要看到，香港獨有的優勢仍在，競爭的實力
仍強，在新冠疫情衝擊下仍然實現了恢復性
增長，全球競爭力排名依然靠前。他強調，
新時代新征程上，中央更加重視香港的特殊
優勢和獨特作用，一系列戰略規劃中都有
「香港角色」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
「接口」 在不斷增多。只要把 「發揮自身所
長、對接國家所需」 這篇大文章做好，香港
就一定能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有更大擔
當，在建設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上有更大作
為。
「有人問，對香港實現良政善治怎麼
看？我要說，機遇條件前所未有，但還要有
乘勢而上、穩中求進的歷史主動。」 駱惠寧
指出，良政善治是一個過程，實現這個願
景，還有一些制度和機制需要建立健全，還
有不少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需要推動解決。良
政善治，既要靠特區管治團隊的積極作為，
也要靠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眼下最重要的
是同心抗疫，共克時艱。相信只要大家攜起
手來，齊心攻堅克難，香港這個家就一定能
持續向好、不負眾望。
駱惠寧表示，新的一年，中聯辦將恪盡
職守、忠誠履職，繼續推動落實中央全面管
治權，繼續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繼
續廣泛深入聽取市民心聲，繼續當好香港與
內地的橋樑紐帶，與廣大香港同胞一道，共
同推動香港這個家走向更加美好的未來！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昨日在線上發表2022年
新春致辭《讓歷史之光
照亮香港未來》。在視頻中既有神舟十二
號載人飛船發射成功、高鐵飛馳而過的畫
面，彰顯國家發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
不乏中環的滾滾車流、獅子山下的萬家燈
火、維港天際線等令港人倍感親切的場
景。
過去一年，香港迎來了 「一國兩制」
發展的新局面。視頻中， 「七一」 、 「十
一」 期間國旗、區旗在全港各處迎風飄
揚；選委會、立法會選舉前夕候選人擺街
站與市民互動；孩子們面向國旗行注目禮
等場景，相信對於不少觀眾來說仍然記憶
猶新，倍感真切。透過這些熟悉的畫面回
顧過去，對於新的一年更加充滿期待。
「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在
祖國內地的堅定支持下，香港不僅頂住
了，而且站穩了， 『東方之珠』 塵霾洗
盡、魅力之都更勝往昔。」 駱惠寧說，眼
下最重要的是同心抗疫，他相信只要大家
攜起手來，齊心攻堅克難，香港一定能持
續向好、不負眾望。
大公報記者義昊

中聯辦落區聆聽
與民同心同行

特 寫

「忘不了我和中聯辦同事一起登漁船、走籠
屋、訪商戶、探街坊，切身體會到大家對重獲安寧
的欣慰、對更好生活的期盼。」 在題為《讓歷史之
光照亮香港未來》的2022年新春致辭中，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如是說。
去年9月30日至10月10日期間，中聯辦舉行 「落區聆聽、同心同
行」 活動，走進979家劏房、公屋、過渡性房屋、居屋和中小商戶；
聽取3476名市民對中央惠港利民政策執行情況的反映，以及對出台新
政策的建議；探望包括獨居長者、失業人士、創業青年、地區婦女、
中小商戶、地盤工人、新移民、少數族裔等在內的3985名普通市民；
同時圍繞香港青少年在學業、就業、創業過程中遇到的問題聽取意見。
此外，中聯辦還推動近40家主要中資企業深入社區開展 「中企服務進社
區」 系列活動，為市民辦實事、讓市民得實惠。
中聯辦職員深入基層、深入社會，進社區、看住房、訪商舖、入校園，
傳遞中央對香港的關心關愛，深入了解惠港利民政策的落實情況，直接聆聽
社會各界聲音和訴求，通過活動共收集到6347條意見、訴求和建議，贏得市民
廣泛讚譽。
大公報記者周宇

特 稿

▲視頻中出現一段段熟悉的畫面溫故知新，市民對於新的一年更加充滿期待。

駱主任
用粵語送祝福
「大家好！」 在2022年新
春致辭上，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用大家親切熟悉的粵語開頭，
向全港市民拜年： 「虎年新春即將到來，我代表
中聯辦全體同仁，給屏幕前的各位、給廣大香港市
民拜個早年！」 瞬間就讓全港市民感受到暖暖的問
候。
「眼下最重要的是同心抗疫，共克時艱。」
駱主任一直關心香港這個家，相信只要大家攜起
手來，齊心攻堅克難，香港這個家就一定能持續
向好、不負眾望。他在致辭的最後，再一次向
市民送上新年祝福： 「祝大家虎年身體健
康，心想事成，虎虎生威！」
大公報記者周宇

花 絮

中聯辦視頻

每逢重大節慶，香港漁民都會組織
漁船巡遊，與全港市民分享喜悅。
▲

駱惠寧表示，過去一年，是國家 「兩個
一百年」 奮鬥目標相交匯的一年，是香港開
啟 「一國兩制」 新局面的一年。隨着香港國
安法深入實施，選舉制度修改完善，兩場重
要選舉成功舉行， 「愛國者治港」 原則得到
落實，香港氣象一新。 「忘不了慶祝中國共
產黨百年華誕，維港兩岸喜慶熱烈的氛圍；
忘不了選委會、立法會選舉，候選人比政
綱、擺街站、訪選民的場景；忘不了全港中
小學校園，孩子們開始每天面向五星紅旗注
目行禮，也忘不了我和中聯辦同事一起登漁
船、走籠屋、訪商戶、探街坊，切身體會到
大家對重獲安寧的欣慰、對更好生活的期
盼。」 他指出，一個由亂到治、開啟新局的
香港告訴我們，一切反中亂港勢力妄想搞亂
香港這個家的圖謀永遠不會得逞。

•只要把 「發揮自身所
長、對接國家所需」
這篇大文章做好，香
港就一定能在百年未
有之大變局中有更大
擔當，在建設現代化
強國的新征程上有更
大作為。

•良政善治是一個過
程，實現這個願
景，還有一些制度
和機制需要建立健
全，還有不少深層
次矛盾和問題需要
推動解決。

2021年有四個忘不了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昨日代表中聯辦
全體同仁向廣大香港市民拜年，並發表
了題為《讓歷史之光照亮香港未來》的
在線新春致辭。駱惠寧強調，新時代新
征程上，中央更加重視香港的特殊優勢
和獨特作用，一系列戰略規劃中都有
「香港角色」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的 「接口」 在不斷增多。只要把 「發揮
自身所長、對接國家所需」 這篇大文章
做好，香港就一定能在百年未有之大變
局中有更大擔當，在建設現代化強國的
新征程上有更大作為。
駱惠寧指出，良政善治，既要靠特
區管治團隊的積極作為，也要靠社會各
界的共同努力。眼下最重要的是同心抗
疫，共克時艱。新的一年，中聯辦將恪
盡職守、忠誠履職，繼續推動落實中央
全面管治權，繼續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繼續廣泛深入聽取市民心聲，
繼續當好香港與內地的橋樑紐帶，與廣
大香港同胞一道，共同推動香港這個家
走向更加美好的未來！
大公報記者 周 宇

•事實證明，中國
共產黨創立、發
展和捍衛的 「一國
兩制」 好，與國家
同發展共進步的道
路對，當家作主的
香港同胞行！

•新時代新征程上，中央
更加重視香港的特殊
優勢和獨特作用，一
系列戰略規劃中都有
「香港角色」，香港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接
口」在不斷增多。

未有，但還要
有乘勢而上、
穩中求進的歷
史主動。

新一年中聯辦
將繼續與香港市民
和衷共濟、共同努力

虎虎生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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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走過的路，那
些唱衰「一國兩
制」 的從未如願、
破壞 「一國兩制」
的不得人心。

關鍵是要有堅定
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的歷史自覺。

•機遇條件前所

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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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的非凡歷
程，足 以 讓 我
們 對 「一 國 兩
制」充滿歷史
自信。

•未來充滿希望，

對香港實現良政善治怎麼看？

Ta Kung 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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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回歸以來

對香港的發展前景怎麼看？

香港要有乘勢而上
穩中求進的歷史主動

對香港的 一國兩制 怎麼看？

駱惠寧：

中聯辦主任向廣大市民拜年

三個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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