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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小姐：香港過去
一段時間確實十分
混亂，至近日才似
是稍為回復平靜，
很希望在新的一年
香 港 可 以 重 新 出
發。我十分認同駱
主任指持不同政治立場的人，應該在
「一國兩制」的框架下求同存異，共同
努力發展香港。

周小姐：香港是自
由的地方，示威者
應珍惜香港現有的
自 由 制 度 。 他 們
（黑衣魔）過去的
行動令社會無法正
常運作，警察亦很辛苦。其實只要他們
沒有違法，警察怎會無故挑起事端？警
察有責任維持社會秩序。如果混亂情況
一直持續，香港經濟會受很大傷害，所
以我們一定要繼續支持警察止暴制亂。

A1、A20 要聞文
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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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惠寧真情呼喚 共同珍惜香港家
籲發揮「一國兩制」優勢 守護法治文明價值 實現繁榮發展心願

HSA-1.要一.A1&A20)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酒會上致辭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酒會上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讓我們共同珍惜香港這個家，發揮好「一
國兩制」這一最大優勢

讓我們共同珍惜香港這個家，守護好法治
文明這一核心價值

讓我們共同珍惜香港這個家，實現好繁榮
發展這一美好心願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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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主禮嘉賓舉杯帶領祝酒。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駱惠寧金句
在激盪人心的70年偉大征程
中，香港從未缺席。

珍惜香港這個家，是所有真正
關心香港、愛護香港的人的共
同心聲、共同期盼和共同責
任。

「一國兩制」堅持得好，香港
就能贏得發展機遇、獲得成長
空間。

「一國兩制」堅持得不好，香
港就會紛爭不止、亂象不斷，
最終危害的是絕大多數香港同
胞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長
遠利益。

不管什麼樣的政治光譜，都應
形成這樣的共識，認同一國、
珍惜兩制，是香港同胞的福祉
所繫，也是香港明天的希望所
在。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香
港雖然有着不錯的家底，但也
經不起折騰。

一家人之間有商有量，再大的
事情都好解決。

沒有比祖國更希望香港好的
了。

真心希望香港青年能樹立國家
觀念、香港情懷、國際視野，
在參與國家發展、推動香港發
展中把握自己的未來。

香港精神一直在，香港優勢仍
然在，國家支持始終在。我們
對香港這個家重回正軌、早日
復元充滿信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梁振英，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解放軍

駐港部隊司令員陳道祥，外交部駐港副
特派員楊義瑞等應邀出席，與香港各界
約4,000多位嘉賓歡聚一堂。
中聯辦副主任陳冬、楊建平、楊健、

仇鴻、盧新寧、譚鐵牛、何靖出席，中
聯辦秘書長文宏武主持酒會。
駱惠寧致辭時，首先代表中聯辦全體同

仁，向出席酒會的各位嘉賓、各位朋友致
以新春的祝福，並通過你們，向廣大香港
市民表示誠摯的問候！
新的一年，香港如何再出發？駱惠寧援

引習近平主席視察澳門時強調「家和萬事
興」以及習主席在新年賀詞談到香港時又
語重心長地說「沒有和諧穩定的環境，怎
會有安居樂業的家園！」他說：「鑒於目
前香港的局勢，我想說，止暴制亂、恢復
秩序仍然是香港當前最為緊迫的任務。我
還想說，珍惜香港這個家，是所有真正關
心香港、愛護香港的人的共同心聲、共同
期盼和共同責任。」

籲不同光譜形成共識
他強調三大重點：
—讓我們共同珍惜香港這個家，

發揮好「一國兩制」這一最大優勢。
駱惠寧說，實踐告訴我們，「一國兩
制」堅持得好，香港就能贏得發展機
遇、獲得成長空間；「一國兩制」堅
持得不好，香港就會紛爭不止、亂象
不斷，最終危害的是絕大多數香港同
胞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長遠利
益。不管什麼樣的政治光譜，都應形
成這樣的共識，認同一國、珍惜兩
制，是香港同胞的福祉所繫，也是香
港明天的希望所在。我們相信，堅守
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香港未來
一定能寫下「香港好、國家好；國家
好、香港更好」的嶄新篇章。

倡有商有量解決分歧
—讓我們共同珍惜香港這個家，守

護好法治文明這一核心價值。駱惠寧
說，「和氣致祥，乖氣致異」，香港雖
然有着不錯的家底，但也經不起折騰，
去年以來的社會動盪已經造成香港經濟
持續衰退，嚴重影響市民生活。香港是
一個多元社會，對一些問題存在不同意
見甚至重大分歧並不奇怪，但不能走極
端、更不能搞暴力，一家人之間有商有
量，再大的事情都好解決；突破了法治
和文明的底線，對社會只會帶來災難性
破壞。我們相信，只要愛國愛港力量團
結齊心、18萬公務員履職擔當、社會各
界共同努力，堅決維護法治這一核心價
值，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有效施政，
香港這個家就一定能讓我們繼續引以為
傲。

盼青年樹立國家觀念
—讓我們共同珍惜香港這個家，實

現好繁榮發展這一美好心願。駱惠寧
說，沒有比祖國更希望香港好的了。香
港青少年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兒女，也
是中華民族復興、香港社會繁榮穩定的
重要力量，真心希望香港青年能樹立國
家觀念、香港情懷、國際視野，在參與
國家發展、推動香港發展中把握自己的
未來。我們相信，早日從政治霧霾中走
出，早日在聚焦發展上破題，香港一定
能夠在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更大格局
中再創輝煌。
駱惠寧說：「我到香港12天，作為香

港這個家的一員，已經感受到了家人的
親切。」
他強調，當前，儘管局勢還沒有完

全穩定，但香港精神一直在，香港優
勢仍然在，國家支持始終在，我們對
香港這個家重回正軌、早日復元充滿
信心。新的一年，香港中聯辦將帶着
真誠和真情恪盡職守，與廣大香港同
胞一道，把香港這個共同的家園建設
得更加美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中國傳統新春佳節即將到來之際，中聯辦昨日舉行一年一

度的新春酒會。中聯辦主任駱惠寧以《共同珍惜香港這個家》為題在酒會上致辭。他援引習近

平主席視察澳門時強調「家和萬事興」，呼籲各界共同珍惜香港這個家，要發揮好「一國兩

制」這一最大優勢、守護好法治文明這一核心價值、實現好繁榮發展這一美好心願。他指出，

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對一些問題存在不同意見甚至重大分歧並不奇怪，但不能走極端、更不

能搞暴力，「一家人之間有商有量，再大的事情都好解決」，並相信早日從政治霧霾中走出，

早日在聚焦發展上破題，香港一定能夠在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更大格局中再創輝煌。

香港過去7個多月的修例風波，要應
對殊不容易。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致辭
中指出，去年6月，香港爆發「修例風
波」，曠日持久的社會動盪牽動着全國
人民的心。這一年，香港經歷了嚴峻考
驗。他讚揚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帶領管治
團隊及香港警隊恪盡職守、止暴制亂，
表現出非常時期的非常勇氣；並讚揚以
在場各位為代表的愛國愛港同胞齊心協
力「護法治、反暴力」，彰顯了香港社
會的正義力量。
他特別提到，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底

一個半月內三次會見林鄭月娥，並在萬
里之遙的巴西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政府
的嚴正立場，寄託了對香港各界「共同
把香港的事情辦好」的殷切期望。
駱惠寧坦言，今天的香港還沒有完全

走出困局，但從更長的歷史維度看，從
南海小漁村到國際大都會，香港的發展
從來不是一帆風順，「作為一種前無古

人的制度探索，『一國兩制』在實踐中
也不可避免會遇到各種新情況、新問
題。我們要看清歷史大勢、保持堅定信

心，相信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香港
『一國兩制』事業的步伐。」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新任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昨日在中聯辦新春酒會上再
度公開亮相，除了致辭內容接地氣、貼民心外，許多
細節亦展現他的真心和細心。在會場安排方面，來賓
被分為幾十組入場，方便簽到和溝通。儀式過後，駱

主任主動與現場嘉賓親切交流、握手。其後，駱主任
更滿場和大家合影留念。來賓陸續離開後，駱惠寧逗
留良久才離場。離開時，駱惠寧又向等候提問的記者
揮手致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駱惠寧主任在致辭中回望過去一年，
指這一年新中國迎來70華誕。中華民
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
偉大飛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麗圖
景，真實地呈現在每一位中華兒女的眼
前。
──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好：去年，我
們的國內生產總值預計接近100萬億元

人民幣、人均邁上1萬美元台階，1,000
多萬人實現脫貧；
──我們的國力越來越強：首艘國產

航母正式列裝，嫦娥四號在人類歷史上
首次登陸月球背面；
──我們的朋友越來越多：建交國達

到180個，加入「一帶一路」的國家和
國際組織超過160個。

駱惠寧說：「令人欣慰的是，在激盪
人心的70年偉大征程中，香港從未缺
席。」香港各界人士為改革開放和現代
化建設作出的獨特而重要貢獻，已被歷
史深深銘記。
他說，回歸 23年來，香港背靠祖

國，成功抵禦各種風險挑戰，書寫出與
祖國內地同發展、共繁榮的精彩篇章，
香港同胞與內地人民一道共擔民族復興
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
榮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駱惠寧主任的致辭，情真意切，全文
13次以「家」形容香港，讓大家感觸良
多。
香港歷經7個多月的修例風波，駱主

任坦言，今天的香港還沒有完全走出
困局。新的一年，香港如何再出發？
他援引習近平主席視察澳門時特別強
調「家和萬事興」，又引述習主席在
新年賀詞談到香港時語重心長地說

「沒有和諧穩定的環境，怎會有安居
樂業的家園」，然後說出心聲：「珍
惜香港這個家，是所有真正關心香
港、愛護香港的人的共同心聲、共同
期盼和共同責任。」

呼應習主席港府宣傳
駱主任的致辭以《共同珍惜香港這個

家》為題，既是對習主席「家和萬事

興」講話的呼應，亦與香港特區政府近
期一系列廣告宣傳口號「珍惜香港這個
家」相切合，瞬間拉近了大家的距離，
也顯示出駱主任來港才十幾天，卻已
「做足功課」。
致辭中引入共鳴之處還很多。過往大

家引用港人耳熟能詳的《獅子山下》歌
詞時，多着重「同舟共濟」一點，但駱
主任這次就引用了「拋開區分求共
對」，亦是對現時社會撕裂、對立的氣
氛的一種提醒，冀大家拋開區分共謀出
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13次以「家」形容香港

讚香港參與國家建設
司徒先生：國家觀
念十分重要，香港
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們都是中國人，
修例風波中有大批
年輕人涉及侮辱國
旗及破壞中資商舖
等刑事罪行而被捕，反映現行的教育制
度出現問題，希望特區政府可以加強國
民教育。

陳小姐：我會繼續
支持警察。他們過
去幾個月十分辛
苦，社會不能因為
個別警員的操守問
題而一竹篙打一船
人，大部分警察都是好警察。駱主任的
說話很有道理，混亂和仇恨的情況應盡
快停止，否則香港會落後於其他城市。
希望社會重新團結，繼續繁榮發展。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安排細心 待客真心

中聯辦新春酒會開始前，會場
播放了中聯辦精心製作的開場視
頻短片，展示去年國家在改革創
新、國防、外交、科創等方面取
得的重大成就，亦總結了香港去

年取得的成績。短片重溫習近平主席關於香港
的重要講話及在新年賀詞中對香港的寄語，
「沒有和諧穩定的環境，怎會有安居樂業的家
園。真誠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勉勵港
人只爭朝夕、不負韶華。
短片顯示，去年，國家「銳意改革，縱橫千

里」，人均GDP邁上1萬美元，340個貧困
縣、逾1,000萬人脫貧。去年，國家「鞏固國
防，鋼鐵長城」、「擁抱世界，和平共贏」、
「科技創新，寰宇矚目」、「聚焦民生，將幸
福進行到底」。全年減稅降費逾2萬億元人民
幣、個稅起徵點調高、老百姓常用藥降價等措
施相繼出台，國家實力進一步提升。

國家為港人提供便利措施
短片亦強調香港獨特重要地位不可動搖，要

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確保「一國兩制」行
穩致遠。去年，香港再次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
濟體，IPO全球排名第一，恒指全年上漲
9%。國家亦分批推出惠港政策，在科技創
新、創業就業、教育置業、跨境通關、社會保
障等方面為港人提供便利措施。
短片還展示了大家熟悉的香港，在不同街景

中，香港普通市民的笑臉一個個湧現，長者、
白領、學生、畢業生、婦女、兒童等，正是
「一家人一起前行，一個都不能少」。
中聯辦通過短片勉勵港人，有強大祖國作為

堅強後盾，香港樂見風平浪靜，也接受波濤洶
湧，香港不畏風雨，也不畏險阻，只要所有港
人團結一心，香港明天一定會更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短片回顧成績 鼓勵團結前行

街坊：求同存異 家和萬事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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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與到會嘉賓握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酒會來賓冠蓋雲集。 大公文匯傳媒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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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主任駱惠寧中聯辦主任駱惠寧（（中中））和特首林鄭月娥等步入會場和特首林鄭月娥等步入會場。。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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