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國兩制令香港優勢更強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前日在新春致辭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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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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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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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港各界人士昨日紛紛表示，駱主任的講話反映出中央堅定實施
「一國兩制」 的決心，以及對香港經濟發展的信心。踏入 「一國兩制」
的新發展階段，香港的優勢不僅不會消退，反而會變得更強，比過去任
何時候都更加令人充滿期望，港人應對 「一國兩制」 充滿歷史自信。未
來香港要善於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借力國家發展大勢，認清自
身在國家和世界發展格局中的定位。社會各界應多為本港
青年提供多元發展機遇，培養他們建設國家、建設香港的
能力和擔當。

大公報記者 周 宇

社會各界：我們應充滿歷史自信 重拾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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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本港多個政團表示，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的新春致辭令廣大香港市民深深感受到中央對香港的深
切關懷，每位香港市民都應該有主人翁意識，攜手並
進，建設好我們共同的家園，並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
遇，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
榮光。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指出，香港現時還有很多深層次
矛盾和問題是需要解決的，良政善治是一個系統工程，
全社會要注重通過整體聯繫、統籌協調、辯證統一的科
學方法，建立健全一系列制度和各種執行機制，亦必須
時刻警惕那些一直圖謀破壞我們這個家的反中亂港勢
力。

同創「一國兩制」歷史新篇章
大聯盟相信，在 「一國兩制」 的歷史新征程上，全

體香港同胞不會懈怠，不會遇到難題就繞道，期盼全體
香港市民都能以主人翁的心態，攜手齊心、繼往開來、
再攀高峰，一同創造香港 「一國兩制」 的歷史新篇章，
一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應有的貢獻。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認為，良政善治進行時，

香港的未來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完善特區選舉制度
後，香港迎來發展經濟、解決民生問題的良好環境，特
區政府管治團隊及社會各界要更加積極主動，迎難而
上，遇到問題不繞道，遇到坎坷不氣餒。每位香港市民
都應該有主人翁意識，攜手並進，建設好我們共同的家
園。

香港應有歷史自覺和歷史責任
香港友好協進會說，世界的機遇在中國，香港的機

遇在內地，堅定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才能貢獻國家、成
就自我，這是香港應有的歷史自覺和歷史責任。

經民聯認為，中央在新時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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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香港指路領航，提供了多個 「角色」 和 「接口」 ，香
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重大發展機遇，希望全港市民同心
協力，把握機遇，主動熱誠地投入建設香港、貢獻國
家，全力為港人的福祉打拚。經民聯相信，香港定能發
揮自身所長，貢獻國家所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有更大
擔當、更大作為，與全國人民一起共築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中國夢。

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 建設家園

青年代表：中央重視香港 惠港政策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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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專業及
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創會會長容永祺認為，
香港有不少優勢，制度與國際接軌，能吸
引國際人才和資金，更得到國家的支持，
相信只要香港在 「一國兩制」 下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發揮所長，對接國家所需，香
港的發展空間將更廣闊。 「我們對香港年
輕人要有信心，信得過他們能適應新時代
的挑戰，能夠開拓自己的天下，繪寫自己
的人生。」 他說，國家和香港的未來，都
需要靠年輕人建設，社會要為年輕人締造
和諧的社會環境，盡力化解深層次的社會
問題和矛盾，讓他們認識國家對他們的關
懷、他們對國家的重要性。

全國政協農業和農村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總商會主席王冬勝表示， 「一國兩
制」 為香港帶來了獨一無二的綜合優勢，
香港能夠充分受惠於國家戰略及內地經濟
持續快速發展帶來的機遇，制度優勢能促
進內地進一步開放、與國際接軌。踏入
「一國兩制」 的新發展階段，香港的優勢

不僅不會消退，反而會變得更強更受到重
視。商界應主動抓住國家發展大局中不同
「接口」 所帶來的機遇，努力實現香港與

內地的共同發展和繁榮。 「放眼未來，我
們要更加關心香港下一代的成長，應多為
本港青年提供多元發展機遇，培養他們建
設國家、建設香港的能力和擔當」 。

認清定位 發揮既有優勢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

長張學修指出，回歸近25年的實踐證明，
香港的國際地位不斷鞏固上升， 「一國兩
制」 具有強大生命力，成功保障了香港的
繁榮穩定、安居樂業。 「正如駱主任所說
的， 『世界的優勢在中國，香港的優勢在
內地』 。香港的未來發展充滿希望，關鍵
是要有堅定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歷史自

覺，要善於對接國家發展戰
略，借力國家發展大

勢。」 他認為，

特區政府和各界人士在對香港經濟社會發
展謀篇布局時，更要注意做好與國家戰略
的對接，認清香港在國家和世界發展格局
中的定位，特別要把香港在制度、區位、
專業、人才等方面的既有優勢發揮好。

全國政協委員閻峰指出，駱主任的致
辭，令人鼓舞，給人信心。香港繁榮穩定
的動力在於「一國兩制」，經過近兩年優化
洗禮的 「一國兩制」 今後更加能夠幫助香
港擺脫民粹劣質政爭羈絆，更快更好解決
土地問題、住房困難、收入分化等包袱，
賦能香港經濟社會，加大經濟發展動力。

全國政協委員姚珏認為，駱惠寧主任
的新春致辭，傳達了中央對香港的信心、
扶持和要求。管治團隊積極作為之餘，社
會各界也要和衷共濟、共同努力。

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交銀國際董
事長譚岳衡說，當前香港面臨經濟結構調
整、培養新的增長點等挑戰，只有更積極
全面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國家穩步
持續發展的進程中抓準定位、認清角色，
發揮自身所長，服務國家所需，東方之珠
才能更加綻放光彩。

大灣區建設帶來無限機遇
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陳紹雄表示，

香港國安法的深入實施、完善選舉制度的
落實，為香港帶來良政善治的新局面；
「一帶一路」 發展戰略、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 「前海方案」 等，為香港帶來無限的
發展機遇，香港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令
人充滿期望。他相信只要香港積極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發揮自身所長，對接國家所
需，就一定大有作為。

就是敢言副主席許小哲表示，駱主任
的致辭既有經驗可鑒，亦有未來可期，深
刻地總結了過往，高屋建瓴地展望新開
局，積極正面，振奮人心。致辭生動闡述
總結了香港過去一年來落實 「愛國者治
港」 原則的成績、關心民生冷暖的難忘歷
程，香港 「一國兩制」 開啟了新局面。

【大公報訊】多名本港青年指出，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的致辭高瞻遠矚、振奮人心。疫情當前，香港的發展面
臨挑戰、不進則退，但獨有優勢仍在，競爭實力仍強，
只要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機遇前景無限。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全國青聯委員、香港菁英會主席、中山市政協委員

凌俊傑認為，駱惠寧主任的致辭高瞻遠矚、飽含溫情、
催人奮進。 「讓我們合力寫好 『發揮自身所長，對接國
家所需』 這篇文章，積極擁護 『一國兩制』 ，共同為香

港的美好未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

香港菁英會副主席林力山說， 「一國兩制」 下的香
港未來充滿希望。他認為，擁有豐富國際聯繫的香港，
只要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機遇前景無限。 「香港
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我們要努力不懈，同
心協力為香港美好的未來而奮鬥！」

香港菁英會秘書長、網絡紅人工作者協會創會主席
高松傑表示，疫情當前，香港的發展面臨挑戰、不進則
退，但獨有優勢仍在，競爭實力仍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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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港政策不斷出台，香
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 「接口」 不斷增多。

人人為抗疫出力堅定歷史自信才能開創未來
——駱惠寧主任新春致辭系列解讀評論之一

龍眠山

單日確診個案創兩年新高、彩雲
邨或淪為2.0版葵涌邨、社區存在數十
條隱形傳播鏈……第五波疫情愈演愈
烈，反映現有抗疫工作亟待提升。香
港需要擴大檢測甚至落實全民檢測，
才能快速找出隱形患者。

但要落實更大規模檢測，面臨各
種掣肘。目前特區政府有關部門約有
1800人參與抗疫工作，但單是應付不
斷增加的封樓強檢就已左支右絀。舉
例說，追蹤密切接觸者是切斷傳播鏈
的重要一環，目前只有200人協助追
蹤，同1000人的目標相差甚遠。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香港抗疫
並非真的人手不足，大量熱心市民願
意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為抗疫出一
分力，只要有人推動，定有大量市民
響應。近日有退休警察不計報酬協助
封樓強檢，也有不少市民義務為 「禁
足」 的街坊籌集及分發抗疫物資，更
有不少人希望通過大公報，呼籲組建
義工隊。這方面的工作需要有機構出
來協調。

陳女士一家三口響應號召，9歲
兒子也幫手做義工，她表示言教不如
身教，這是引導孩子關心社會、幫助
他人的最好方式。陳女士也強調，義
工隊主要做後勤支援工作，風險很
低，但一定會做足保護措施，保護好
自己，才能幫助別人。

疫情之下，沒有一個人能夠置身
事外，大家是命運共同體，幫助別人
等於幫助自己。政黨、政團、慈善團
隊應該積極行動起來，利用自己的網
絡發動市民，成立各種義工隊，協助
某一領域、某個區域的抗疫工作。有
了足夠的人手，再加以適當培訓和分
工，就能發揮大作用，香港一直搞不
起來的分區檢測甚至全民檢測，都有
了實現的可能。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虎年新春致
辭中強調，香港 「眼下最重要的是同
心抗疫，共克時艱」 。是的，只要大
家攜起手來，人人為抗疫出力，就沒
有戰勝不了的疫情。

過去25年來，香港經歷了許多衝
擊和挑戰，但不僅沒有倒下，反而越
站越穩， 「東方之珠」 塵霾洗盡、魅
力之都更勝往昔。為什麼香港能做
到？因為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
有 「一國兩制」 的制度保障。正如
駱惠寧主任所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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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中汲取智
慧，堅定制度自信，香港未來道路一
定會越走越寬廣。

習近平主席在多個重要場合指
出， 「一國兩制」 是行得通、辦得
到、得人心的，上個月再次強調 「中
央將繼續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 。事實上， 「一國兩制」 的實
踐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一方面，
香港順利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國家主
權得到彰顯，國家安全和利益得到維
護；另一方面，香港繼續保持繁榮穩
定，經濟平穩增長，社會事業不斷進
步，競爭力不斷得到提升。

當然，如同所有新生事物一樣，
「一國兩制」 的實踐並非一帆風順。

回歸以來香港經歷過兩次金融危機、
兩次疫情衝擊，更遭到外國反華勢力
無所不用其極的打壓，以及反中亂港
勢 力 的 瘋 狂 破 壞 。 2019 年 的 「 黑
暴」 ，更是將香港推到懸崖邊緣。儘
管總有人從未放棄搞亂香港，從未停
止對香港的抹黑，但香港不僅頂住
了，而且站穩了， 「東方之珠」 綻放
出更奪目的光彩。

為什麼香港能在一次又一次的嚴
峻挑戰中化險為夷、開創新的發展局
面？根本原因在於，有中國共產黨的
堅強領導，有祖國內地的堅定支持，
有 「一國兩制」 的制度保障。當金融
危機出現，中央第一時間出手，幫助
香港擊退了金融大鱷，穩住了局勢；
當面臨嚴重的疫情，中央第一時間提
供援助，幫助香港渡難關；當經濟民
生發展面臨阻力，中央推出了大量惠
港利民的舉措，為香港創造了前所未

有的發展機遇；而當修例風波爆發，
中央審時度勢果斷出手，先後為香港
制定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一系列
重大舉措的實施，推動香港實現由亂
到治、由治及興的新局面。

回顧走過的路，那些唱衰 「一國
兩制」 的人從未如願、破壞 「一國兩
制」 的勢力不得人心。事實在在說
明， 「一國兩制」 是最適合香港特區
的制度，也是最能維護港人根本和長
遠利益的制度。正如駱惠寧主任所指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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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歷史映照現實，遠觀未來。當
前香港正處於關鍵的發展時期，只要
各界堅定對 「一國兩制」 的歷史自
信，以更積極態度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抓準定位、認清角色，發揮自身
所長、服務國家所需，新一頁的香港
故事必將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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