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門票派發安排

「6‧29青少年步操樂隊大匯演」、「7‧1合唱團邀請賽我要上紅館」門票派發詳情

日期：2014年6月21日(星期六)

時間：15：00-17：00

地點：

分區

香港島—坊眾社會服務中心

九龍東—工聯會觀塘業餘進修中心

九龍西—九龍社團聯會

新界東—新界社團聯會

新界西—工聯會元朗地區服務處

(註：每場各派3,000張門票，每場每人限取兩張) 製表：沈清麗

地址

德輔道西273號均益三期地下商場26號

觀塘馬蹄徑3號麗裕大廈地下

九龍彌敦道580G-K號彌敦中心14字樓

大埔廣福道152號至172號大埔商業中心9樓

元朗俊賢坊28號安基大廈地下

二、優惠活動

6月28日至7月28日

6月29日至7月1日

7月1日前後

「七一慶回歸全港購物節」活動

「慶回歸優惠消費樂悠悠」活動

「回歸周優惠酬賓」活動

約1,000家商戶開展應節促銷活動

稻香、百成堂、裕華國貨、華豐國
貨、百樂門等

中石化、聯通、港中旅、蘇寧電
器、粵海、華潤集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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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白皮書公布後，反對派和外部勢力的
反應大體有兩種：一是聲稱白皮書是中央針對「6·22
公投」和「佔中」；二是聲稱白皮書是重新制訂「一
國兩制」框架，中央宣布「一國兩制」已死，香港高
度自治名存實亡。這兩種反應，都是試圖繼續踩踏
「一國兩制」底線，屬於白皮書正本清源、激濁揚清
和撥亂反正的範疇。

反對派色厲內荏 揣着明白裝糊塗
反對派和外部勢力的第一種反應，是聲稱白皮書是

中央針對「6．22公投」和「佔中」。這種鴕鳥心態，
故意誤導市民，而且還企圖達到一箭雙鵰的目的：一
是借白皮書自抬身價，企圖挽回「佔中公投」的頹
勢，所謂「佔中公投」根本就是一場黑箱作業的鬧
劇，自抬身價豈能挽回頹勢？二是企圖掩蓋「佔中公
投」的違憲違法性質，這暴露了反對派色厲內荏、揣
着明白裝糊塗的面目。

令人注目的是，白皮書用7國文字發表，已顯示其不

僅是一份對內文件，而應視作一份國際外交公告，表
明中國政府對「一國兩制」的立場和底線。很明顯，
中央首次發布香港問題白皮書，如黃鐘大呂般發出警
示：「要始終警惕外部勢力利用香港干預中國內政的
圖謀，防範和遏制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干擾破壞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6·22公投」和「佔
中」，就是香港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干預破壞「一
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的行徑，必須予以防範和遏
制。

白皮書公布之後，引起反對派的極大恐慌，他們憂
慮「6·22公投」和「佔中」行動會因此潰敗，因此竭
盡全力「矮化」白皮書。「佔中」搞手陳健民聲稱，
中央在這個時間發表白皮書，明顯是針對為爭取普選
而進行的「佔中」行動，反對派中人又說，這份文件
只是為了影響「6．22公投」的參加人數。「公投」屬
於一種憲制性安排，香港不是一個國家，無權創制
「公投」制度，「佔中公投」是把香港的政治體制安
排等同於一個國家，暴露其違憲違法的「港獨」分裂

性質。事實上，「佔中」發起人為催谷「公投」投票
率，不惜屢搬龍門，聲稱不論投票多少都照樣發動
「佔中」，說明所謂「公投」不過是一場誘騙民意的
政治鬧劇，為激進反對派發動「佔中」拉倒政改製造
虛假民意。

白皮書的底線和紅線性質
反對派的另一種反應，是不斷向白皮書潑污水，聲稱

白皮書是重新制訂「一國兩制」框架，是中央宣布「一國
兩制」已死，香港高度自治名存實亡。回歸17年以來，
香港社會只講或多講「兩制」，不講或少講「一國」，只
講或多講尊重高度自治，不講或少講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和發展利益的情況，已經越來越嚴重。甚至將保持香港的
資本主義與堅持國家主體的社會主義分割開來甚至對立起
來的言行，並不少見。而香港反對派挑戰「一國」的行徑，
也愈演愈烈。反對派不斷向白皮書潑污水，實際上也是挑
戰「一國」的行徑。

有香港輿論稱，香港回歸17 年，是時候加強「一
國」了，因為反對派和外部勢力在香港活動得愈來愈
猖獗，愈來愈不像話，倒不如一錘定音，把立場定下
來，看看對方是不是還會繼續搞下去。就連西方媒體
都看清楚白皮書的底線和紅線性質。英國《金融時
報》稱，白皮書突出北京對港擁有全面管治權，「一
國」與「兩制」並不對等，表明北京對香港部分人將
「兩制」作為擋箭牌十分不滿，再次印證中國在香港
問題上退無可退，「中共發出了97 回歸以來最嚴厲的

政治警告和權力聲明」。
香港實行「一國兩制」17年

以來，中央對香港的主權和管治權，遭到香港極少數
人和外部勢力的挑戰。而且，近年來有股「港獨」勢
力在抬頭，在香港翻雲覆雨，操作、製造一連串風
波，打擊特區政府施政，對抗中央政府，挑動兩地對
立。特別是今年以來反對派加緊策動「佔中」行動，
於政改討論中排斥和否定中央的憲制責任和權力，以
及「佔中」打「全民投票」幌子推行「6．22」電子
投票，企圖製造虛假民意逼迫中央接受其違反基本法
的普選方案，都暴露出反對派挑釁「一國」和圖謀奪
取香港管治權。

正因為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干擾破壞「一國兩
制」搞得太不像話，奪取香港管治權迫不及待，已經
嚴重觸及和踩踏了「一國兩制」的底線和紅線，白皮
書清楚表明中央絕不允許反華力量篡奪香港特區管治
權，不允許香港成為在民主的幌子下顛覆內地社會主
義政權的基地，宣示的是中央的底線，也是「一國兩
制」的底線。

十八大以來，中央反覆強調底線思維。習近平主席
指出：「要善於運用底線思維的方法，凡事從壞處準
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做到有備無患、遇事不
慌，牢牢把握主動權。」白皮書總結經驗宣示底線，
就是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沿着正確的軌道前進，
切實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切實維護香港
的繁榮穩定和廣大港人的福祉。

白皮書總結經驗宣示底線 確保「一國兩制」正確前進
白皮書回顧總結「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實踐的經驗，正本清源、激濁揚清、撥亂反正，

清楚表明中央絕不允許反華力量篡奪香港特區管治權，不允許香港成為在民主的幌子下顛覆

內地社會主義制度基地的底線，強調要始終警惕外部勢力利用香港干預中國內政的圖謀，防

範和遏制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干擾破壞「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以確保「一國兩制」

實踐沿着正確的軌道前進。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系列解讀之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行政長官梁振英在今年初
的施政報告表示，當局會探討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發展
大型購物、餐飲、娛樂和酒店等設施的可行性，並盡快開
展詳細研究。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昨日審議有關研究的
撥款申請，其間「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大嚿)在
會上提出12項臨時動議，當中獲小組主席盧偉國批准提
出的8項動議全被否決，有關撥款申請最終獲通過。而中
部水域人工島策略性研究撥款申請則未完成審議，將於下
周會議繼續處理。

大嚿12臨時動議 4駁回8否決
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昨日審議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上蓋發展規劃、工程及建築研究的撥款申請，所涉費用
約為6,190萬元。「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偉業昨日
繼續發動「小型拉布」，在會上提出12項臨時動議。
小組主席盧偉國一度休會檢視有關動議內容，當中4項
動議被盧偉國駁回，包括兩項被裁定並非與議程項目直
接相關，另外兩項則為內容重複的議案。
盧偉國表示，財委會已就議員提出大量無預告的臨時議

案作多番討論，秘書處亦正檢討應對臨時動議的制度。而
他作為主席需要履行職責，但考慮到今次所收的動議不算

多，故以寬鬆方式處理。而剩下8項動議全數被小組否決，
撥款申請則在13票贊成、3票反對下獲得通過，將交立法
會財務委員會審議。若果撥款再獲財委會通過，相關研究
會在今年8月展開，2016年9月完成。

人工島策略研究下周續審
工務小組同時審議中部水域人工島策略性研究共2億2,690

萬元撥款申請，會上多名議員關注興建人工島對環境的影
響，工聯會立滿會議員陳婉嫻擔心，當局的初期諮詢若做
得不足，日後可能會引發更大爭議。有議員指認同當局需
要解決房屋供應問題，但批評當局未有收回粉嶺高爾夫球
場作住宅用途，亦有意見要求做好人工島的規劃和交通配
套工作。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韓志強回應道，一般顧問公司需

要兩三年進行研究，包括對水流和生態影響、選址和用
途規劃等。他形容，本港欠缺土地已是共識，現時本港
的土地供應已遠遠落後於形勢，研究有必要盡早進行。
而當局在人工島已進行兩年公眾參與，今次研究只是前
期策略性，當局日後亦會再諮詢公眾。
工務小組最後在會議結束前仍未能就中部水域人工島

策略性研究撥款申請作表決，將於下周會議繼續審議。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韓詠儀）為鼓勵年輕人就
業，有求職雜誌昨日起一連兩天在灣仔修頓室內場館舉
辦「青年招聘進修展」，提供近4,000個職位空缺，吸
引不少年輕人到場。有零售業公司嘆前線員工流失率
高，期望以較好的福利及培訓吸引求職者。
展覽有近60間知名企業及教育機構參與，提供逾4,000

個全職和兼職空缺，包括零售、餐飲、美容、航空業等，
希望吸引年輕人入行。參展的教育機構更提供職業培訓和
語文進修課程的資訊，鼓勵年輕人進修，加強競爭力。會
場不僅有嘉賓教授面試技巧，亦設有即場化妝輔導、證件
相攝影及模擬面試等攤位，歡迎求職者預約服務。

電訊業批青年懶不能吃苦
有零售業公司嘆前線員工流失率高，聘請有經驗的全
職員工十分困難，期望在是次招聘會聘請10人至15
人，會以較好的福利及在職培訓吸引求職者。電訊業界
攤位的負責人也坦言招聘難，並批評不少年輕人懶惰，
不能吃苦，加上政府鼓勵年輕人進修，因此延遲了年輕
人的就業年齡，行業出現青黃不接的機會大增。

大專生：人工遜萬二不考慮
18歲的大學一年級生葉先生希望到場尋找暑期工，認

為時薪達45元才合理；他認為活動的招聘對象主要是中
學畢業生，暑期工及兼職的選擇較少，坦言感到失望。24
歲的大專畢業生林先生則到場了解市場情況，希望尋找新
工作，他表示薪酬12,000元以下的工作將不作考慮。

陳偉業拉布失敗 大橋撥款交財委招聘展4,000職缺 福利培訓吸青年

■青年招聘進修展吸引不少年輕人到場。 韓詠儀 攝

慶委會昨日舉行記者會，介紹今年慶祝
香港回歸17周年系列活動。慶委會執

行主席鄭耀棠表示，香港回歸祖國是大事，
希望透過不同類型慶祝活動，展示香港回歸
17年仍充滿活力及為香港注入正能量，以
活力及愛心迎接未來挑戰，及回應今年各界
慶回歸活動的「活力．愛@慶回歸」主題，
系列活動將突出體現對青年的關注和對基層
的關愛。

棠哥：千地區團體機構參與
今年參與團體多於往年：慶委會由32個
大型社團和工商團體組成，地區層面活動參
與機構和團體則有近1,000間。150多個活
動項目，無論是全港層面還是地區層面，皆
亮點紛呈、內容豐富、形式多樣、覆蓋面
廣。鄭耀棠透露，主要慶祝活動將花費500
萬元，大部分經費來自商界。
據慶委會節目總監李鳳瓊介紹，今年兩個
重點項目，「青少年步操樂隊大匯演」由警
察風笛隊和駐港部隊軍樂團，連同6間中學

和聯校步操隊同場獻藝；「我要上紅館」則
邀請本港不同合唱團參賽，金銀銅獎得主可
獲獎金3萬、2萬和1萬元及獎杯。

多區逾百嘉年華與民同樂
7月1日期間，港九新界多區會舉辦逾百

項嘉年華會及不同慶祝活動，其中港島將舉
辦40多場活動，包括漁民彩艇巡遊、舞蹈
大賽、青年跆拳道比賽、嘉年華、文藝晚
會、宴會、酒會、電影晚會等。文藝晚會將
於6月20日晚假伊館舉辦，「活力．愛@慶
回歸」嘉年華將於7月1日分別在灣仔、柴
灣、中環、鴨脷洲舉辦。
九龍及新界也將分別舉辦「愛．活力」街
舞大賽暨百人合舞嘉年華、以及「活力．愛
@慶回歸」義工行動啟動禮等。
為體現「活力．愛」的主題，今年不少節
目是以青少年為主角，包括舉辦「全港青少
年繪畫日」，2,500名13歲至18歲的本港青
少年於6月22日共同繪畫香港美景，獲獎者
將有機會赴俄羅斯交流；「高校科學營

2014」，將組織
1,000名中學生到
內地 21所著名大
學參觀，並與來自
兩岸四地1萬名青
少年一同學習科
學；「基層大學生
升讀大學獎學金計
劃頒獎禮」，將資
助 20位優秀大學
生4年大學學費，總額達400萬元。

逾千商戶購物優惠益街坊
同時，香港中國企業協會、香港中華總商

會、全港各區工商聯將在七一前後，舉辦多
項慶回歸購物優惠及購物節活動，逾千間大
小商戶提供購物、飲食等優惠。
被問及不少節目以青少年為主角，鄭耀棠

指「參與最重要」，希望青少年藉着參與回
歸活動，更了解歷史，達至薪火相傳，代代
相傳。

百五活動忙籌備 全港市民慶回歸
紅館合唱步操樂隊匯演重頭戲 6,000票周末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今年7

月1日是香港回歸17周年，香港各界慶

典委員會昨日宣布，慶委會和各大團體

將舉辦150多項慶祝活動：全港性有12

項，地區性有139項，預計吸引30多萬

市民參與。今年重點項目是6月29日和

7月1日分別在紅館舉行的「青少年步操

樂隊大匯演」及「我要上紅館—合唱團

邀請賽」，大會預留共6,000張門票於

本周末（21日）下午3時在全港5個地

點免費派發，與眾同歡。7月1日回歸

日，慶委會將在金鐘添馬公園側舉行系

列活動啟動禮，行政長官梁振英及中聯

辦主任張曉明將應邀主禮。

七一慶祝活動詳情
一、主要慶祝活動

日期

6月22日

6月22日

6月29日

7月1日

7月5日

時間

13：30-16：00

13：00

14：00-16：00

20：00-22：00

10：30-13：30

13：30-15：00

14：30-16：30

15：00

20：00

15：00

活動

新界各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7周年
「活力‧愛@慶回歸」義工行動啟動禮

全港青少年繪畫日開幕典禮

基層大學生升讀大學獎學金計劃頒獎禮

青少年步操樂隊大匯演

港島各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7周年
「活力‧愛@慶回歸」嘉年華

「活力‧愛@慶回歸」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7周年系列活動啟動禮

「慶祝香港回祖國17周年系列活動
「愛‧活力」街舞大賽暨百人合舞嘉年華

全港青少年繪畫日頒獎典禮

我要上紅館—合唱團邀請賽

「高校科學營2014」香港啟動禮

地點

將軍澳香港單車館

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

港九潮州公會中學禮堂

香港體育館

灣仔修頓遊樂場

中西區海濱長廊—中
環段(添馬公園側)

尖沙咀廣東道(北京道至
梳士巴利道中間一段)

饒宗頤文化館

香港體育館

香港大學李兆基會堂

■鄭耀棠介紹慶祝活動。
劉國權 攝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各大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各大
團體將舉辦團體將舉辦150150項活動慶祝項活動慶祝
香港回歸香港回歸1717周年周年。。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