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習近平總書記賀信精神系列評論之一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平向《大公報》創刊120
周年致賀信，這是《大公報》的無上光
榮。其實，賀信不僅僅是給《大公報》
的，也是給全香港社會的。總書記對
《大公報》提出的殷切希望，既是對所
有愛國愛港媒體發出的響亮號召，也是
向全體香港同胞發出的殷切召喚，為香
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長期穩
定繁榮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認真領會
總書記的賀信精神，對於推動 「一國兩
制」 實踐行穩致遠，具有非常重要的現
實和長遠意義。
《大公報》創刊至今120年，是出
版時間最長的中文報章。但習近平總書
記在百忙之中專門致賀信，並非因為
《大公報》的 「老」 ，而是因為《大公
報》兩個甲子裏一以貫之的報章宗旨以
及所作出的貢獻。總書記在賀信中充分
肯定《大公報》在各個歷史時期特別是
新時代所發揮的積極作用，以 「立言為
公、文章報國」 八個字給予精闢概括，
並希望《大公報》 「弘揚愛國傳統，銳

意創新發展」 ，深刻闡明了《大公報》
120 年 歷 史 的 主 線 之 所 在 、 報 魂 之 所
繫、未來之所向。
進入新時代，《大公報》旗幟鮮明
發出正面聲音，凝聚社會共識，為維護
香港社會穩定、增進香港與內地交流、
促進人心回歸作出了貢獻。正如國務院
港澳辦發言人所指出，這是對《大公
報》的高度評價，深刻揭示了愛國愛港
媒體茁壯發展、基業長青的必由之路，
指出了愛國愛港媒體在 「一國兩制」 下
應有的使命擔當。事實上，充分肯定
《大公報》，也是對所有愛國愛港傳媒
的積極號召。香港並非只有《大公
報》，而 「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也
必須依靠更多的愛國愛港媒體的共同努
力，總書記的賀信，傳遞出來的是親切
關懷，更是鼓勵和鞭策。
香港即將迎來回歸25周年， 「一國
兩制」 也將邁入新的發展階段。總書記
在賀信中表示，希望《大公報》不忘初
心，為 「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為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書寫更

為精彩的時代篇章。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指出，這既是對《大公報》提出的殷切
希望，也是對所有愛國愛港傳媒的深情
勉勵，是對所有 「一國兩制」 實踐參與
者、建設者所提出的殷切囑託。香港的
發展，必須依靠全體港人齊心協力，才
能克服困難，實現新突破。
當前香港正處在從由亂到治邁向由
治及興的關鍵時期。總書記的賀信既表
達了對《大公報》的深切關懷，也表示
了對香港所有愛國愛港媒體的巨大鼓
勵，更體現了對香港展現新氣象、開啟
新篇章的殷切期待。
《大公報》全體同仁一定會繼續以
助力民族復興和國家強盛為己任，不忘
初心、不負重託，在新征程上賡續愛國傳
統、書寫中國傳奇。而香港特區政府和
社會各界人士同樣需要深刻領會習近平
總書記在賀信中寄寓的諄諄囑託，繼續
弘揚愛國傳統，銳意創新發展，踔厲奮
發，砥礪前行，在新起點上再創新輝
煌，把 「一國兩制」 下的香港建設得更
加美好。



傳媒使命之所在 香港未來之所向

確保公帑用得其所
政府昨日公布第二階段消費
券發放詳情，調整了領取資格。
一方面允許 「有條件成為永久居
民」 者領取半額消費券，另一方
面取消 「意圖永久離港」 者領取
資格。這體現了發放消費券的初
衷，善用公帑，做法值得肯定。
消費券是新冠疫情下的產
物，顧名思義是用來消費、刺激
經濟的，越多人受惠於消費券計
劃，意味着對經濟的刺激性越
大，這是今次特區政府放寬領取
資格的原因。當經濟增長了，政
府稅收水漲船高，就有利實現經
濟良性內循環。
但只有留在本地消費，才能
刺激本地經濟。對已移民外地者
來說，領了消費券卻不在本地消
費，對香港經濟有何益處？換句
話說，不留戀香港的人，他們又
何必領取消費券、又有何資格領
取消費券呢？至於因為海外求學
或被公司外派而未能留港消費
的，屬於特殊情況，可以獲得豁
免。

雖然已移民者未必正式向政
府申報，政府入境處也沒有相關
資料，但這並不代表政府沒有辦
法辨別相關人士。一是看居港紀
錄，若過去一年都不在香港、且
沒有合理解釋，當判定已經移
民；二是看強積金戶口是否變
動，正常情況下，只有到65歲才能
領取強積金，若在此之前申請領
取強積金、且以永久離港作為理
由，自然就是意圖移民的鐵證
了。
為慎重起見，政府允許未獲
發消費券的市民覆核，這個安排
確保每一位合資格市民都能享受
到消費券，也確保公帑用得其
所，消費券計劃不致被濫用。
事實上，過去特區政府 「派
糖」 時，持有香港身份證但已移
民多年的人亦能受惠，每每引起
爭議，要求優化領取資格的聲音
高漲。去年消費券將居港期限收
緊至兩年，今次進一步收緊至一
年，反映特區政府從
龍眠山
諫如流，值得點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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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 近 平 致 《 大 公 報 》 創 刊 120
周年的賀信中，希
望《大公報》弘揚愛國傳統，銳意創新發展，不
斷擴大傳播力和影響力，為 一國兩制 實踐行
穩致遠、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書寫
更為精彩的時代篇章。
全國青聯常委、香港菁英會永遠榮譽主席莊
家彬昨日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總書記給
《大公報》的賀信，勉勵愛國愛港的媒體，也是
對香港所有愛國愛港人士提出的殷切囑託。他指
出，香港背靠祖國，發展充滿機遇。作為青年代
表，他會與廣大青年一道弘揚愛國精神，把握國
家的發展機遇，勇立時代潮頭。
大公報記者 吳俊宏
﹁

﹂

「青年興則國興，青年
強則國強。」 莊家彬指出，
總書記給《大公報》的賀
信，不僅對愛國愛港媒體是
一個巨大的鼓舞，亦深深鼓
勵廣大香港青年。他說，香
港現時正是由治及興的新時
代，香港青年可以發揮自身
的力量，為國家，為香港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
夢作出貢獻。

▲莊家彬表示，香港背靠
祖國，發展充滿機遇。

疫下見真情 派發物資走在前
莊家彬說，創新發展不僅《大公報》、不僅是傳媒，
香港社會也需要創新發展，發展才能解決深層次問題，而
青年是創新生力軍。青年在推動社會發展和維護社會穩定
中發揮了重要的力量。他想起第五波疫情最嚴重的時刻，
多位青年義工都義不容辭，不斷地上下樓為長者及有需要
人士派發抗疫物資，他們一直由朝忙到晚，但卻沒有聽過
他們喊苦和喊累。他們都希望可以將物資派到基層家庭或
有需要人士的手上，爭分奪秒地派送。青年義工亦經常跟
他說， 「大家都好熱愛香港這個大家庭，都希望為香港出
一分力，令疫情盡快消退。」

港青是大灣區發展的中堅力量
「香港青年應該肩負起推動 『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
遠的使命。」 莊家彬認為，在香港實現 「愛國者治港」 、
良政善治的新篇章中，香港青年團體和眾多青年領袖亦是
重任在肩。而作為青年代表，必須發揮 「帶頭人」 的作
用，主動承擔國家富強、香港繁榮的責任和使命，展現出
香港青年的自信。他認為，香港青年也是未來大灣區發展
的中堅力量，他會繼續致力培養香港青年的愛國情懷，幫
助他們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國家、為香港作出貢獻。他
期望政府和各界能攜手打好這場抗疫戰，為與內地恢復正
常通關訂下時間表，同時各界亦要為解決房屋、就業、醫
療及貧富懸殊等香港積壓已久的深層次問題做出努力。

▲香港青年是未來大灣區發展的中堅力量，立志為國家和香港作出貢獻。

新社聯：愛國愛港傳媒要為民發聲

▲《大公報》前日出《號
外》，市民爭相取閱、紛紛
點讚。

【大公報訊】記者義昊報道：習近平總書記日前
致信祝賀《大公報》創刊120周年。本港各界認為，
總書記的賀信不僅是對《大公報》和香港媒體的殷切
期望，也值得每一位愛國愛港的市民牢記於心。愛國
愛港傳媒則應當與政府形成良性互動，反映社會問
題，為民發聲。
新界社團聯會（新社聯）表示，總書記的賀信，
不僅高度肯定《大公報》為香港 「一國兩制」 事業的
貢獻及提出期望，也是對所有愛國愛港傳媒，以至全
港市民的鼓勵和鞭策。展望未來，無論官商民和傳
媒，都必須致力保障國家安全，積極融入國家大局，
維護社會穩定，向世界說好中國故事，播好中國聲
音，堅定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新社聯指出，《大公報》創立以來，一直恪守傳

媒職責，透過廣泛而深入報道香港與內地的新聞資
訊，促進了兩地人民的互相了解；同時，透過全面傳
播和解讀國家戰略和國策，讓人民認識最新國內外形
勢，掌握機遇，展現了愛國愛港傳媒的擔當。

也是對新聞媒體的鞭策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國表示，
總書記在《大公報》創刊120周年之際發來賀信，既
是對《大公報》的工作肯定，也是對所有愛國愛港媒
體的鞭策。他認為，香港正在開啟良政善治的新篇
章，愛國愛港傳媒更應行使好新聞媒體的監督權，將
市民面對的經濟、民生問題反饋給政府，與政府良性
互動；同時講好中國故事和香港故事，針對西方勢力
的 「唱衰」 與抹黑進行精準有力反擊。

大灣區之聲熱評：

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書寫更精彩的時代篇章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習近平12日致信祝賀香港《大公報》創
刊120周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賀信中高度肯定
《大公報》在各個歷史時期，特別是新時代
為維護香港社會穩定、增進香港與內地交
流、促進人心回歸作出的貢獻，並寄予殷切
希望。以習近平總書記的賀信為巨大鼓舞，
所有愛國愛港媒體定能不忘初心、不負重
託，為 「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為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書寫更為精彩的
時代篇章。
愛國是《大公報》一個多世紀以來最鮮
亮的底色。作為目前世界上仍在發行的歷史
最悠久的中文報紙，《大公報》始終以 「忘
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 為辦報宗旨，立言
為公，文章報國，與民族同呼吸，與國家共

命運。從抗日戰爭時期毅然共赴國難，到新
中國成立後，立足香港積極報道祖國建設成
就；再到香港回歸祖國當天出版4次共300版
號外，印刷百萬份，破報紙有史以來最高紀
錄，充分展現了《大公報》為新中國建設、
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為香港回歸祖國、
保持繁榮穩定發揮的積極作用。

廣泛凝聚社會各界共識
近年來，以《大公報》為代表的香港愛
國愛港媒體旗幟鮮明發出正面聲音，廣泛凝
聚社會各界共識，為推動香港局勢實現由亂
到治的重大轉折作出了媒體人應有的貢獻。
他們堅定支持中央對香港的各項大政方針，
準確宣介中央惠港政策措施，全面報道祖國
內地發展成就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果，熱

切鼓勵香港同胞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
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獻計獻策，大力呼籲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匯聚起 「同為香港開
新篇」 的強大正能量。
在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 「一國兩制」
實踐進入新階段之際，習近平總書記的賀信
給愛國愛港媒體帶來巨大的鼓舞，為步入由
治及興關鍵時期的香港注入強大精神動力。
《大公報》和愛國愛港媒體一定能夠銳意創
新發展，不斷擴大傳播力和影響力，講好新
時代中國故事。香港特區政府和各界愛國人
士一定能夠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賀信
的 諄 諄囑託，繼續弘揚愛國傳統，踔厲奮
發，砥礪前行，與祖國人民一起，共擔民族
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
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