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書記關心支持香港 激勵港人再譜新篇章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將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
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消息傳來，
香港社會一片歡騰。習近平總書記對香港的殷切
關懷，對 「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的關切，對
特區未來發展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再次得到
充分彰顯。在香港邁向由治及興的關鍵時刻，
總 書記出席慶典，必將極大提振港人信心和士
氣，對於推動香港社會團結一致謀發展，創建更
美好的未來，譜寫 「一國兩制」 的新篇章，具有
重大和深遠意義。
「香港發展一直牽動着我的心。」 五年前，
習近平總書記在香港機場對中外記者的一席話，
道出中央對香港的深情牽掛。五年來，總書記始
終關心香港繁榮穩定發展，始終心繫香港同胞根
本利益和長遠福祉。正是在總書記的關心和支持
下，香港才能渡過一個又一個難關，迎來今天的
大好局面。
從支持香港各項事業的發展，到支持香港戰
勝挑戰；從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到支持
香港抗擊疫情；無論是長遠發展規劃的 「大
事」 ，還是經濟民生事務的 「小事」 ，習近平總

書記始終心繫香港，牽掛着港人。2017年7月1
日，在總書記見證下，《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動
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簽署，標誌着大灣區建設
正式啟動；2019年2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綱要》正式公布，香港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
遇。2017年6月，24名在港兩院院士給總書記寫
信，表達了報效祖國的迫切願望和發展創新科技
的巨大熱情，總書記對此高度重視並作出重要指
示，香港創科從此邁向發展的黃金時期。
2019年香港爆發修例風波，在香港面臨前所
未有的嚴峻局面之際，總書記發出了止暴制亂的
最強音。此後在中央的全力支持之下，尤其是在
制定香港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之後，香港恢復
了社會穩定，三場選舉順利成功舉行，人心思
定，信心恢復，香港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好發展
環境。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危急時刻，總書記
作出重要指示，對香港抗疫提出 「三個一切」 、
「兩個確保」 的明確要求，指引香港有效遏制疫
情，要求中央部門和各地全力助港抗疫，最大程
度上保障了港人生命健康安全。
如今的香港，紫荊花開爛漫，發展更勝往
昔，港人對未來有着無比堅定的信心。所有這一

切，離不開習近平總書記的關心關愛，離不開中
央及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持。而香港今天所獲得的
大好發展局面、所獲得的發展成就，雄辯地證
明， 「一國兩制」 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維
護港人利益的根本所在。
習近平總書記鮮明指出， 「 『一國』 是根，
根深才能葉茂； 『一國』 是本，本固才能枝
榮」 ；要把堅持 「一國」 原則和尊重 「兩制」 差
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
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
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中央全面準確貫徹 「一
國兩制」 方針的決心從沒有動搖，更不會改變。
總書記的一系列重要論述為新時代 「一國兩
制」 事業發展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為香港
發展指明了方向，堅決落實好總書記的指示精
神，不僅是特區政府的責任，也是全社會的共同
願望。
25年來，儘管經歷了許多風雨挑戰，但 「一
國兩制」 在香港的實踐仍然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
功。儘管遭受到各種抹黑與攻擊， 「一國兩制」
的制度優勢仍然得到了清晰無比的彰顯。香港國
安法之下，黑暴匿跡，恢復安寧，港人不再生活

於恐懼當中；選舉制度的完善，港人民主權利得
到充分尊重和保障；選舉重回理性建設、重回經
濟民生，立法機構與行政機構長期對立、立法會
內長期對抗的困局得到破解。這樣的香港，才是
重回正軌的香港，也才是港人所希望見到的香
港。
今年5月30日總書記在會見第六任行政長官
李家超時指出： 「在中央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已實現由亂
到治的重大轉折，正處在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
我相信，新一屆特別行政區政府施政一定會展現
新氣象，香港發展一定會譜寫新篇章。」 750萬港
人熱切期盼，總書記為香港在新時代發展指明道
路方向。
「總有一雙臂膀為我們遮風擋雨，總有一盞
明燈為我們指引航向」 ，回顧香港走過的不平凡
歷程，一位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這樣向媒體感慨。
站在歷史新起點，在習近平總書記的堅強領導
下，在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
一定會在落實 「愛國者治港」 的道路上不斷取得
新成就， 「一國兩制」 偉大實踐必將在香港譜寫
新的華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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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見海上建起大橋 高鐵直通香港

要聞

政府貴賓車司機見證特區發展
政府貴賓車司機負責接送政
府首長級第八級（ ）或以上的
官員， 歲的董兆安在 1997
年回
歸後，由政府司機晉升為政府貴
賓車司機，專責接送的官員先後
包括運輸及房屋局前任局長張炳
良、現任局長陳帆。 年來，他
接送政府人員到不同的地方，也
見證香港大型基建發展。
歲的政府貴賓車司機工會
名譽顧問張樹榕，曾任職政府貴賓車司機 多
年，除了接載政府官員，貴賓車座上客還有訪
港的外國政要。他說， 我很感恩身為中國
人，我以中國為榮，內地經濟起飛，愈來愈繁
榮興盛，香港回歸後亦愈來愈好，相信候任特
首李家超做得好，憑理念帶領香港更貼近國
家。

﹂

慶祝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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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屯赤隧道通車，
董兆安負責接載運房局局
長陳帆出席儀式。

30

「我看到一幅幅爛地建成屋邨高
樓、大橋在大海上建築起來，這些都是
香港經濟發展需要的建設。」 政府貴賓
車司機工會主席董兆安接受《大公報》
訪問時表示，青馬大橋在1997年5月開
幕時，他是政府司機，負責接載政府職
員乘坐穿梭巴士出席大橋開幕禮。

社會回復穩定 市民安居樂業
晉升為政府貴賓車司機後，他曾服
務多位局長，尤其接載運房局局長出席
多項大型基建項目開幕禮，包括2018年
港珠澳大橋通車、2018年廣深高鐵香港
段西九龍站開通儀式，2020年屯門赤鱲
角隧道通車，以及今年5月東鐵綫過海
段通車，看着這些基建相繼落成，他感
到一份優越感。
他認為，香港市民生活愈來愈好，

離不開祖國的支持。而立法會議事廳內
早幾年爭拗不斷， 「拉布」 令議程拖
延，令香港內耗，經濟停滯不前，最令
他感到不抒懷順暢， 「大部分香港市民
希望經濟好，安居樂業，生活安穩。」
董兆安表示，香港國安法實施及完
善選舉制度後，整個社會穩定下來，對
香港有利，立法會通過不少法例，政府
施政回復正常。
他說，每天接載政策局局長到不同
地方，與局長共事，好像一起面對難
題，休戚與共。面對未來，他希望新冠
疫情早日過去，香港經濟對內對外都有
好的發展。

赴內地交流 加深對國家認識
政府貴賓車司機工會名譽顧問張樹
榕曾接待不少中外政要及本地高官，包

括25年前接載英國皇室人員出席香港政
權交接儀式。回歸後，他曾接載應邀來
港的內地官員，沿途解說；行程完結
後，對方去信政府車輛管理處，表揚他
的駕駛技術嫻熟，服務熱情周到，提供
交通服務的同時，還介紹了香港的街
道、環境以及風土人情等情況，讓他加
深對香港的了解，也加深了對香港未來
的信心。
回歸後，工會獲邀到內地交流，他
每個月到內地6至7天，了解內地文化和
人情，看到人民勤奮，以及經濟起飛。
他說，有很多機會學習普通話，又到國
家行政學院修讀行政課程，獲益良多。
透過日常生活和工作，他對內地認識加
深，對國家的感情也更深。現時每當看
到五星紅旗升起，他都會以身為中國人
為榮。

▲2018年9月23日，首班
高鐵列車上午7時由香港西
九龍站開出。

接待貴賓
須通曉三語
政府貴賓車司機
負責接送官員包括三
話你知 位 司 長 、 政 策 局 局
長、常任秘書長和終
審法院首席法官等，編制有91人，
三個職級，分別為貴賓車司機、貴
賓車私人司機，以及專門接載行政
長官的貴賓車高級私人司機。
服務政府30多年的政府貴賓車
司機工會主席名譽顧問張樹榕對
《大公報》表示，上世紀七十年
代，政府貴賓車司機是由機電工程
署轄下運輸部管轄，後來改由政府

車輛管理處管轄，2003年開始由
政府物流服務署接手管理。
政府行政署轄下的禮賓處，專
門接待訪港的內地或者外國政治要
員，策劃和統籌外國皇室成員及政
府高層領導人的官方訪問香港活
動 。 張 樹 榕 表 示 ， 1997 年 回 歸
前，政府貴賓車司機會協助接載外
賓，只有警方和當值司機知道外賓
的行程，司機的廣東話、英語及普
通話的聆聽及表達能力，要有一定
基礎程度。
大公報記者梁淑貞



鑒往知來主題展 2.5萬人熱捧

【大公報訊】 「鑒往知來」
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大型主題展
自6月21日在會展中心開展以來，
引來大批市民團體觀展，市民熱情
持續高漲。昨日是展覽開放的最後
一日，展覽熱度不減，不少市民抓
緊最後機會紛紛入場參觀。據主辦
單位統計，六天展覽參觀人次共計
2.5萬人次，超過260多家機構、
社團、學校組織市民和學生來參觀
展覽。

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
市民李先生說： 「我今年86
歲了，祖輩是江蘇人，來香港已經
50多年了，可以說就像看着自己
孩子長大一樣一步步到現在，真的
很不容易，這個展覽辦得有意義，
按時間脈絡講述歷史，記得當年九
七回歸的時候我就在現場，那個升
旗儀式我一輩子都忘不了，相信香
港在祖國的支持下一定會愈來愈
好。」
海南社團常務副會長唐先生
家長帶孩子參觀 了解歷史
說： 「今天我是帶領海南社團來參
「鑒往知來——慶祝香港回 ▲昨日是 「鑒往知來」 展覽最後一天，不少市民入場參 觀的，看了今天的展覽，收穫很
觀。
歸25周年」 大型主題展歷史跨度
多，感動很多，看到了很多珍貴的
帶兩個孩子來參觀展覽的市民王小
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以500多張照片和
老照片，印象很深刻，作為老一輩土生土
姐表示，一家人從內地來港工作生活很多
文字資料，全方位回顧香港早年的屈辱史
長的香港人，一路見證香港的發展，就像
年了，所以也想讓孩子了解更多香港的歷
到艱難的回歸歷程，再到回歸祖國以來各
這個主題展的名字，鑒往知來，鑒古今而
史，祖國的發展， 「我覺得這對於孩子的
方面的發展成就。
知未來，祝福香港的明天更加美好。」

黃大仙祠升旗台啟用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嗇色園在黃
大仙祠內建造升旗台，成為香港首間建有升旗台，可以舉辦升旗禮的主要宗
教場所。昨日上午，由嗇色園主辦的 「慶回歸25載升旗禮暨黃大仙祠升旗
台啟用禮」 在黃大仙祠舉行，主辦方希望藉此弘揚傳統中華文化、展現愛國
愛港精神，並表示往後在7月1日回歸日、10月1日國慶節等大日子均會舉行
升旗禮，與香港市民一同表達對國家的熱愛和崇敬。嗇色園下半年將有一連
串慶回歸活動，包括7月下旬舉行的信俗巡迴展、9月中秋節期間的花燈園
遊會、國慶日的黃大仙開放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