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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五個期待重點力求新作為

要聞

─祝賀第六屆特區政府管治團隊成立系列評論之三

日前，中央人民政府依法任命香港
特區第六屆政府26名主要官員，新一屆
政府班子即將於 「7．1」 就任。國務院
港澳辦日前發表《新團隊 新氣象 新
篇章》一文指出，期待第六屆特區政府
在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上有
更大作為，在務實破解香港市民最關心
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上有更大作為，在
全面促進香港社會事業發展上有更大作
為，在積極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上有更大作為，在不斷鞏固提升香港國
際競爭優勢上有更大作為。
「五個期待」 指明了新一屆特區政
府的工作重點。政府班子必須聚焦 「五
個期待」 ，力求新作為，實現新突破，
譜寫新篇章。

形走樣的巨大風險，教訓深刻。在中央
主導下，香港國安法和新選制相繼實
施，才使 「一國兩制」 重回正軌。
重回正軌再出發，香港社會要倍加
珍惜這來之不易的良好局面。確保 「一
國兩制」 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
「一國兩制」 實踐不變形、不走樣，是
新一屆特區政府義不容辭的使命。政府
管治團隊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香港國安
法實現了 「一法定香江」 的效果，但
「二十三條立法」 問題至今沒有解決，
香港特區還未履行憲制責任； 「硬對
抗」 已銷聲匿跡，但 「軟對抗」 仍然存
在；重點領域的撥亂反正已展開，但達
到預期目標仍須艱苦努力；憲法和基本
法的宣傳教育在加強，但青少年的國
家、民族、歷史觀念的牢固樹立還有待
時日……
也就是說，築牢 「一國兩制」 根基
還有許多工作需要做，新一屆特區政府
沒有絲毫歇歇腳、喘口氣的理由，必須
在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上有
更大作為，抓緊時間補上 「落下的功
課」 。

築牢根基，發揮優勢
香港回歸25年來的實踐充分證明，
「一國兩制」 是香港繁榮穩定的根本保
障，是香港的最大優勢。香港要實現良
政善治、譜寫發展新篇，重中之重是
築牢 「一國」 根基、發揮 「兩制」 優
勢。
前些年，反中亂港勢力拋出了 「前
途自決」 「香港民族」 等 「港獨」 言
論，把香港引入了 「泛政治化」 的泥
潭，還以 「民主、人權、自由」 口號蠱
惑公眾，毒害青年。這種嚴重蠶食 「一
國」 根基、挑戰憲法和基本法權威的言
行，使 「一國兩制」 在港實踐出現了變

點擊
香江 屠海鳴
越大。這些 「存量」 必須清理。同時，
在疫情襲擊下，中小企業經營艱難、打
工仔搵食困難、許多家庭經濟拮据，香
港經濟民生領域又出現了新難題，矛盾
和問題的 「存量」 還在擴大。
解決以上任何一個難題都不容易，
都需要下一番苦功夫，政府班子必須在
務實破解香港市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
的問題上有更大作為，盡快拿出更清晰
的目標、更大的魄力、更有力的舉措，
一個難題一個難題解決，清空所有 「存
量」 ，以施政的實際成效積極回應市民
的關切。
回歸25年來，香港的社會事業發展
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要看到，世界在
變，中國在變，香港也在變，市民對美
好生活的嚮往，不是靜止不變的，而是
隨着時間的推移不斷發展變化。過去，
能夠令市民滿意的社會服務，未來不一
定會令市民滿意。因此，要在提升市民
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方面做大 「增
量」 。
新一屆政府班子必須在全面促進香
港社會事業發展上有更大作為，大力推
動各項社會事業發展，充分保障市民依

清理 「存量」 ，做大 「增量」
回歸25年來，香港經濟民生領域取
得的成就顯著，但也要看到，香港長期
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已經凸顯。基
層市民住房困難、貧富差距拉大、社會
階層固化、青年創業就業置業難度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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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使市民享有更好
的教育、更廣闊的就業創業舞台、更滿
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
平的醫療衞生服務、更豐富的文化生
活，更好地滿足廣大市民對美好生活的
嚮往。

融入國家，連接世界
香港是繼紐約、倫敦之後的世界第
三大金融中心。以往，國際公認香港和
新加坡為 「並列第三」 ，現在香港之所
以能和新加坡拉開差距，緣於背靠祖國
內地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截至2022
年4月，內地企業在港上市達1370家，
佔港交所上市企業總數的53.3%；市值
37.6萬億港元，佔港股總市值77.7%。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鞏固和發展，
從一個側面表明，香港最大的機遇在內
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實現香港更好
發展的不竭動力。
新一屆政府班子必須在積極推動香
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上有更大作為，特
別是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
高香港自身競爭力結合起來，更加積極
主動助力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和構建新
發展格局，更加積極主動對接國家 「十
四五」 規劃，更加積極主動參與高質量
建設 「一帶一路」 和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
香港作為聯通內地、連接全球的重
要樞紐，是國家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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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化、專業
化、國際化以
及人才眾多、文化多元、基礎設施先進
等特色優勢，至關重要、不可替代。放
眼未來，只要 「一國兩制」 不會變、不
動搖、不變形、不走樣，這些獨特優勢
就不會消失。
新一屆政府班子必須在不斷鞏固提
升香港國際競爭優勢上有更大作為。不
斷拓展參與國際交流合作的廣度和深
度，優化營商環境，鞏固提升 「老四中
心」 、加快打造 「新四中心」 ，全面提
升核心競爭力。
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領
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夏寶龍在闡述 「愛國者治港」 時，曾提
出 「五個善於」 。 「五個善於」 是要
求， 「五個期待」 是結果。期待新一屆
政府團隊對標要求，緊盯結果，以新作
為譜寫新篇章，以實實在在的施政實效
回報中央、回應市民。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
「一國兩制」 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
客座教授）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
載，請註明出處。

九
▼七 年 出 生 的 九 巴 車 長 郭 家 俊 ， 自 幼 喜 愛 巴 士 ， 米
黃色的 熱狗巴士 是他當年的最愛。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載客穿梭鬧市 見盡香港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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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愛的是住家飯、一家歡聚的時光，這些都是我最
喜歡的。香港就是我的家，我與香港一同成長。
九七年出生的郭家俊，是一名巴士迷兼九巴車長，他每
天載着乘客穿梭各街道上，見證回歸 年來，香港各方面發
展都相當快速，巴士由沒有冷氣的 熱狗巴士 ，發展為現
在的電動巴士；由上巴士前要準備一堆 神沙 硬幣，發展
到今天的電子支付；還有看到街上有越來越多的中國菜館，
小龍蝦、重慶烤魚什麼都有。 總之，香港安定太平，路路
暢通。 家俊樂天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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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一掃 有片睇

我與特區一起成長

慶祝回歸

坐上家俊開的巴士，非常舒適，轉
彎、剎車一點都不搖晃，功架十足就如
老司機。家俊主要駕駛往來屯門與西九
龍的60X，每天雖然行走同樣的路線，
但遇到的人和事都令他感到新鮮，例如
有需要幫忙上車的殘疾人士、手腳不靈
活的長者，還有追車的乘客， 「繁忙時
段人多車多，要一眼關七，尤其是那些
趕時間的私家車、路上突然竄出來的單
車，他們開很快的，為了車上乘客安
全，每一腳油門都踩得很謹慎。」 非繁
忙時間，乘客主要是放假的人和長者，
這時候就要開得慢一點，長者未上座，
都不能開車。

「熱狗巴士」是童年回憶
家俊從小就喜愛巴士，全因爸爸無
論去哪裏，都帶他坐巴士，車上的風景
與爸爸的側臉，是他印象最深刻的童年
回憶。 「最喜歡應該是青山公路一帶的
風景了，開闊又綠油油的，小時候看多
少次都不無聊。」 他特別記得那時常坐
的巴士是米黃色的，型號叫 「丹尼士巨
龍」 ，沒有空調，所以也叫 「熱狗巴
士」 ，打開窗吹吹風，是另一番愜意。
除了風景，家俊也喜歡研究車長的
駕駛技巧，尤其是轉彎時，軚盤的操
作，非常帥氣，他於是夢想成為巴士車
長。中六畢業後，他曾在機場工作，但
工作壓力大，2021年轉職巴士車長，
圓了兒時夢想。小時候坐的 「熱狗巴
士」 ，早已換成環保巴士，排放量少，
也有空調。
第一天上班，家俊特別緊張，本來
清晨5時的車，他凌晨3時已經醒了。接

上第一個乘客時，在時速70公里的路
段，他只敢開到60公里，站在一旁的
資深車長看他緊張，就鼓勵說： 「小伙
子不用怕，當乘客是你家人就可以
啦。」 他調整想法，果然就不緊張了。

前輩教「視乘客如家人」
「自己家人下車，你自然會開慢一
點，家人在追車，你當然會等他上車。
這樣想，乘客也多了幾分親切感。」
香港回歸後，社會進步愈來愈快，
各行業發展昌盛。但近年曾出現的社會
動盪，車水馬龍的道路出現火光熊熊的
景象，大大影響交通運輸。國安法實施
後，香港由亂到治，這些畫面才不再出
現。現在行車暢通無阻，市民出行回復
便利安全。
「安定太平的香港發展愈來愈好，
我相信香港的未來會更好。」 家俊說，
每天穿梭在路上，看到香港的變化，巴
士由米黃色，變成白色、金色、紅色到
綠色，未來還有電動雙層巴士；昔日搭
巴士需準備一堆 「神沙」 的時代，漸漸
變成了電子支付，連信用卡都能用，甚
至不少長者都懂得使用。路上的商店也
更多元化，身為吃貨的家俊，最留意到
的是食店。 「以前香港說吃，當然就是
各國料理，日式、韓式、越南、泰國，
應有盡有。
不過，家俊最喜歡的還是媽媽做的
住家飯。一家人於飯後聊天，帶寵物散
步，就是他最珍惜的時光。
作為回歸年出生的青年，他認為香
港就是他的家，能夠成為一個中國人，
為香港作出貢獻，他感到無比自豪。

只要付出努力 定有回報

家俊成為巴士
腳踏 車長後，雖然是輪
實地 班工作，但一個月
才換一次班，時間
相對穩定，陪伴家人的時間多
了，能夠真切享受家庭歡樂時
光。他亦對將來充滿期待，希望
能晉升到其他工作崗位。
除了與家人共聚的時光多
了，家俊與女友的關係也更穩定
了。由於九巴員工有免費乘車優
惠，家俊放假最喜歡就是帶着女
友到處走，探索巴士線上的香

港，由南走到北， 「以前真的很
少與女友到處走，要去遠的地方
也會因為車費貴而卻步，現在就
不同了，看到巴士就跳上去。甚
至不用計劃行程，巴士到哪裏，
就去哪裏玩。」
家俊說，希望繼續駕巴士，
為市民服務多兩三年，然後打算
透過內部轉職投身車務相關工
作，繼續服務市民， 「機會？當
然多啦！香港地，只要你是願意
付出努力的，就一定有回報，踏
踏實實地生活，機會很多的。」

面對無理乘客刁難 從不還口
由經典的 「巴
士阿叔」
的 「你有
遵守
原則 壓 力 ， 我 有 壓
力。」 到乘客在終
點站不停問車長 「你有咩問
題。」 巴士上總有不少奇人趣
事。家俊笑言，幸好未遇上這種
奇葩，但也曾遇到不少趣事。
他說印象最深刻的，是某天
一名男乘客尾隨兩名年輕女子上
車，付車資時藏在女子身後衝進
車廂。家俊發現後，不斷提醒男
子， 「先生，請問你是否有什麼
需要？你好像還沒有付車資。」

但男子一直沒回應，於是家俊在
一個車站停車時，走到男子跟前
詢問，結果男子立刻衝下車。為
了其他乘客的安全，家俊只好回
到司機位置，繼續行車。
「當然也有些乘客好
『狼』 ，稍有不滿，就指着你破
口大罵，不停的。」 家俊說面對
這種乘客，從不還口， 「我是車
長，負責的是一車人的安危，絕
對不能因為別人罵兩句就影響自
己，開車一旦有情緒，很容易會
發生意外。全車乘客安全才最重
要， 『淡淡定有錢剩』 。」



教育局製作《我和我的祖國》音樂錄像

【大公報訊】記者鍾怡報道：為慶
祝香港特區成立25周年，教育局課程
發展處藝術教育組邀請多間中學學生，
參與《我和我的祖國》音樂錄像的製作，
透過管弦樂和歌聲，奏唱出真摯心意，
「我和我的祖國，一刻也不能分割，無
論我走到哪裏，都流出一首讚歌。」
教育局特別邀請近年於香港學校音
樂節獲獎的多間學校，以歌聲及管弦

樂，獻頌《我和我的祖國》。

不同組合演唱結合中西樂器
新編版本包括不同組合的人聲演唱
方式，以及中國與西方樂器的演奏，教
師可透過錄像向學生介紹中文歌曲與中
西樂器特色。
教育局指出，利用中西管弦樂重新
編曲的《我和我的祖國》，亦展現香港

中外藝術文化共融的傳統。香港是一個
中外文化薈萃的地方，在多元共融的環
境中，每個人都有機會發揮專長、作出
貢獻。
教育局表示，希望學生藉着欣賞和
歌唱《我和我的祖國》，了解歌詞的意
義及歌曲中蘊含的意境，以加深他們對
中華文化的認識，培養學生的家國情懷
和國民身份認同。《我和我的祖國》音樂

錄像已上載至YouTube教育局頻道及
教育局教育多媒體網頁，供大家觀看。
《我和我的祖國》創作於1983
年，作詞家張藜及作曲家秦詠誠從祖國
的山河美景獲得靈感，以第一人稱的手
法訴說了 「我和祖國」 之間，亙古不變
的情感。其後2019年的同名電影以流
行曲風格改編此曲，作為電影主題曲，
唱遍大江南北，深受人們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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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邀請多
間中學的學生，
參與製作《我和
我的祖國》音樂
錄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