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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向港澳台胞賀年
李克強：以改革促進公平正義

■習近平同首都各界人士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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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中
共中央、國務院 29 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2014 年春節團拜會。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
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
高麗等同首都各界人士 2,000 多人共迎新春。李
克強在會上表示，在新的一年裡，要以改革發展
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暢通民主渠道，讓法治得到
充分彰顯、文明得到大力弘揚、腐敗得到有效懲
處，使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更加安心、舒心，更
加充滿希望。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代
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向全國各族人民，向廣大工

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幹部，向人民解放軍指戰員、武警
官兵和公安民警，向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各人民團體和
各界人士，表示誠摯的慰問！向全國離退休老幹部、老同
志，致以誠摯的問候！向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澳門特別
行政區同胞、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向世界各國和各地區
的華人，致以良好的祝願！向關心和支持我國現代化建設
的國際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謝！祝大家新春愉快、身體健
康、闔家幸福！

春節處處洋溢濃濃親情
李克強表示，春節是中華民族的盛大節日。親人此時團
聚，遊子如期歸來，家家戶戶團圓祈福、孝老敬親，處處
洋溢濃濃的親情、友情和鄉情。這種忘不掉、割不斷的
文化記憶和家國情懷，生動體現了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
李克強指出，2013 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全黨全國各族
人民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繼往開
來，開拓創新，各項工作取得新進展。面對錯綜複雜的國
際國內形勢，我們從容應對挑戰，奮力攻堅克難，圓滿完
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任務。經濟實現穩中向好，
物價保持基本穩定，經濟結構調整加快，新增城鎮就業人
數創歷年新高，城鄉人民生活持續改善，改革開放和現代
化建設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新的重大成就。

「牛馬年 好耕田」

車

春

中國影響力增 讓春節在世界流行
香港文匯報訊 春節慶祝活動如今在世界越來越
流行，歐洲各國元首近年來也開始向華人拜年，英
國首相通常發表春節賀詞，法國則在愛麗舍宮舉行
春節招待會，德國總理在春節前常會與中國領導人

藏

據 BBC 報道，英國首相卡梅倫的新春賀辭向中
國、英國和全球各地慶祝農曆新年的所有中國人、
華人送上最熱情的祝福，祝願大家馬年祥和、馬到
成功！
卡梅倫表示，英中關係的基礎之一當然是經濟關
係，但不應該局限在經濟領域，兩國間有深厚、
持久的聯繫。比如說，眾多的中國學生都有機會在
英國的世界頂級大學學習。
英國外交大臣黑格也祝賀「從香港到上海、從三
藩市到悉尼的全球中國人、華人馬年新春快樂」。
英國工黨領袖米利班德亦代表工黨，祝福英國華
人「馬年快樂！馬到成功！」

此外，最近這些年來，美國華人春節慶祝活動規
模越來越大。紐約，芝加哥，三藩市，洛杉磯，休
士頓，亞特蘭大等華人聚居的地方，華人的商店都
是張燈結綵，華人社團都會有大型的文藝表演活
動。華人社團都要舉辦傳統的春節宴會，不僅有華
人參加，而且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也會來參加中國人
的宴會，領略中國人的春節文化。
據《芝加哥論壇報》報道，儘管唐人街一直有慶
祝春節的傳統，但是芝加哥整座城市慶祝春節還是
頭一次。芝加哥官員稱，全市將張燈結綵、掛上燈
籠、燃放煙花，吸引不同社區的居民一起慶祝。
而據《先驅報》報道，隨 2014 年農曆新年到
來，西雅圖華埠也將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越南舞
龍、日本大鼓舞、菲律賓操典隊、武術、紙燈籠、
穿鮮亮服飾的遊行隊伍和煙火都將在 2 月 1 日亮
相華埠街頭。

南非總統獻辭：馬年吉祥

悉尼馬年慶典歷時達17天

另據新華社報道，南非總統祖馬昨日發表新年獻
辭，祝願中國人民以及生活在南非和全世界各地的
華僑華人馬年吉祥，南中關係在新的一年裡更上新
台階。
祖馬說，在中國，馬是吉祥、力量和速度的象
徵。隨馬年的到來，人們期望能在新的一年裡取
得更大的成功。祖馬同時感謝旅居南非的華僑華人
為南非的社會經濟發展作出的貢獻。

在澳洲悉尼，第十八屆悉尼中國農曆新年慶典活
動於上周五在該市中心的貝爾摩公園拉開序幕。
據澳洲新快網報道，整個慶典活動從 1 月 24 日
始，將於 2 月 9 日結束，悉尼市政府安排了 80 餘場
精彩活動，預計來自悉尼、全澳乃至海外的 60 多
萬觀眾將歡聚一堂，辭舊迎新。今年慶典活動將再
度推出花燈大巡遊、金龍舞會、龍舟競賽等活動，
此外還會舉辦電影節和當代藝術作品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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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打工漢楊秀峰
陝西打工漢楊秀峰（
（右）在回鄉前為家人購買
禮物。
禮物
。
網上圖片
在漁船上當一名普通船員，3 年前通過培訓成為副
輪機師。現在每年收入 5 萬多元人民幣，除掉自己
的日常開銷，能寄回家4萬多元。
現在，楊秀峰又有了新想法，他還想參加培訓考
取正輪機師證書，希望自己年年都有進步，「這樣
收入也可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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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

本港昨日確診第 4
宗人類感染甲型禽
流感 H7N9 個案，
患者是一名 75 歲老
翁，前晚送入屯門醫院
後，因情況轉壞死亡。
死者發病前住深圳寶安
區，沒有到街市接觸家
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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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價微潛水
港燈首日掛牌

港聞

18 歲 應 屆 中 學 文
憑試男生，前晚約
多名同窗由元朗踩
單車往大埔，至昨
清晨返回，途經八鄉凌
雲寺對開落斜急彎失事
翻車，男生疑因沒有佩
戴安全帽，頭受重創昏
迷。
詳刊 A21

病發前住深圳
染禽流翁死亡

港聞

受美國聯儲局退市
和本土政治危機影
響，土耳其里拉匯
價屢創新低，南非
蘭特亦持續受壓。土耳
其前日宣布大幅加息，
一周利率由 4.5 厘加至
10 厘 ， 力 度 遠 超 市 場
預期。
詳刊 A15

香港文匯報訊 自從 27 日被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通
過電話「喊」他回家過年後，在奉化蒓湖打工的陝
西人楊秀峰 29 日已登上了火車，預計 30 日中午就
能趕到家吃午飯。
據中新社報道，李克強總理 27 日到陝西省安康
市旬陽縣小河鎮金坡村看望留守兒童。12歲的楊康
給遠在浙江奉化打工的父親楊秀峰打了電話，李克
強也與楊秀峰通話說：「你在外面打漁，海上顛簸
很辛苦。你給家裡增加了收入，也給國家做了貢
獻。你們農民工不光是家裡的功臣，也是國家的功
臣！」李克強還告訴楊秀峰，他的父母、孩子都很
好，自己來看望他們，給他們祝福新年。
29日早上，楊秀峰又和家裡通了電話，說已經順
利坐上從浙江寧波開往陝西安康的火車。楊秀峰向
中新社記者表示，在接到總理的問候電話後，他非
常激動，更加歸心似箭，說起回家他就很興奮。
這位 36 歲的漢子是通過老鄉介紹，從中國西北
部的陝西省來到沿海的浙江省奉化打工，在蒓湖鎮
的一條漁船上幹活，至今已經 10 年。開始時，他

男生撞壆命危
通宵單車遠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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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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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加息 厘
遏通脹抗退市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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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西藏拉薩市拉魯居委會丹傑
林辦事處小區內昨日熱鬧非
凡，20 多名藏族、漢族同胞聚
集在一起，包餃子、煮牛肉，
敬酒唱歌，共敘友情，迎接馬
年春節的到來。圖為拉薩功德
林寺僧人洛桑群覺（右二）展
示他包的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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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軍方意圖製造
軍事摩擦，聲稱正
在制定一份挾持中
國軍機在沖繩降落
的具體預案。一旦中國
飛機在釣魚島附近「侵
入日本領空」，日本戰
機將迫降中國飛機。

美華人慶祝活動規模漸大

總理「喊」回家過年 打工漢踏歸途

晚

迫降中國軍機
日本軍方預謀

要聞

「返亞太」輕帶過
奧巴馬國情咨文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
國會發表國情咨
文，大談新一年內
政外交施政構想，
不過被視為他任內最重
要外交戰略的「重返亞
太」，卻在演說中墨
不多，只是輕輕帶過。

電視截圖

■悉尼中國農曆新年慶典活動開幕儀式上的舞獅
悉尼中國農曆新年慶典活動開幕儀式上的舞獅
表演。
表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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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鐵路局上海客
運 段 T164 次 列 車 的
列車員昨日在奔馳的
列車上舉行了「列車
春晚」，和一路奔波
的旅客共迎馬年新
春。圖為列車員和旅
客共同高唱《歌唱祖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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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導讀

通電話，向中國人民祝賀春節。另外，不管是柏
林、巴黎、倫敦、悉尼及美國不少城市，都有各種
各樣的春節活動。這些說明隨中國影響力增大，
全球各國民眾與中國的關係越來越緊密。

英相祝全球華人馬到成功

■英國首相卡梅倫發表新春賀辭
英國首相卡梅倫發表新春賀辭。
。

李克強強調，今年是農曆馬年。俗話說，「牛馬年，好
耕田」。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在新的一年裡，要深入貫徹
落實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二中、三中全會精神。改革要
「一馬當先」，進一步破除制約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以
改革的不斷深化促進生產力的更大解放和民生更好改善，
以開放的進一步擴大拓展發展新的更大空間，以創新持續
推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使經濟不僅穩定
發展，更有好的質量效益。要憂民之憂、急民之急，不斷
努力解決住房、醫療、社保、教育及食品安全、大氣污染
治理等熱點難點問題，打造就業創業良好環境，織牢保基
本、兜底線的民生安全網。要以改革發展促進社會公平正
義，暢通民主渠道，讓法治得到充分彰顯、文明得到大力
弘揚、腐敗得到有效懲處，使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更加安
心、舒心，更加充滿希望。
李克強最後表示，古老而青春的中華民族，正面臨難
得的發展機遇。讓我們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
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
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同
心同德，扎實工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設富強民主
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中國夢而不懈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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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電能分拆的港燈
電力投資昨掛牌，
股份全日收報 5.34
元，較上市價 5.45
元 低 2% ， 一 手 500 個
單 位 賬 面 蝕 55 元 。 港
燈主席霍建寧上市儀式
後表示，對公司長遠表
現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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