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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政改成果 團結造福香港
建制派議員昨晚應邀與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茶敘。張
曉明在講話中，不僅大力為建制派議員打氣，而且精
闢深刻總結了今次政改所取得的多方面成果，並希望
香港社會擱下政制爭拗，聚焦經濟民生，促進和諧。
張曉明的講話，對於全面評價整個政改的成果，準確
把握政改方案被反對派綑綁否決後的香港政局及未來
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張曉明首先向在此次政改工作中付出艱辛努力並承受
許多壓力的建制派議員表示感謝和慰問。的確，此次政
改，是香港回歸以來歷時最長、挑戰最大和難度最高的
工作，建制派議員自始至終堅定支持依照基本法處理行
政長官普選問題，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
定，支持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法案。這些事實不會因
為立法會投票表決時出現意外情況而改變，也更加彰
顯建制派議員始終是在香港正確貫徹執行「一國兩
制」方針和基本法的重要建設性力量。
建制派議員在這次政改工作中克服種種困難，有效
抵制、反擊反對派的抹黑和攻擊，為推動政改做了大
量有效的工作，凝聚了支持政改主流民意，是推動民
主發展、穩定香港的中流砥柱。建制派議員在此次政
改得到很好的鍛煉，未來在推動民主發展、建設香港
必將越戰越勇，發揮更加重要的積極作用。

張曉明指出，這次政改工作不僅確定了行政長官普
選制度的安排，而且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儘管此次
合憲合法合情合理的政改方案被反對派綑綁否決，香
港錯失了一次珍貴的普選機遇，但是，在推動政改的
過程中，使廣大市民更多地了解並認同處理香港普選
問題不能偏離基本法的軌道，了解並認同中央在處理
普選問題上具有其憲制地位和權力，了解並認同普選
的制度安排必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兼
顧香港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利益，了解並認
同採取激進對抗方式施壓只會引起社會反感而於事無
補，等等。可以說，推動政改的過程，也是香港社會
對「一國兩制」、對基本法的再學習、再教育、再宣
傳的過程，為今後適當時候處理普選問題打下了必要
的基礎。
政改工作已告一段落，中央希望香港社會擱下政制爭
拗，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和諧，這是香
港全體市民的根本福祉所在，是民意民心所向。政制之
爭「累港久矣」。發展是硬道理，只有着力經濟民生，
香港才有更好的未來。建制派議員是穩定香港的重要力
量，是支持特區政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主力，需進
一步加強團結合作，在後政改時期，為特區政府發展經
濟民生保駕護航，為香港再創更好明天。

發揮優勢 做好「超級聯繫人」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表《2015 年世
界投資報告》顯示，去年香港外來直接投
資 金 額 （FDI） 增 長 39% ， 達 1,030 億 美
元，首次名列全球第二位，僅次於中國內
地。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總規模下降的背
景之下，香港卻逆勢增長，更高居全球第
二位，反映國際投資者十分重視香港在資
本市場的「超級聯繫人」角色。
報告顯示，由於全球經濟增長乏力，地
緣政治風險上升，以及監管、稅收和其他
政策的不確定性，去年全球跨境投資總額
錄得大幅下降。在大環境並不理想的情況
下，香港不論是外來直接投資金額 ，還是
對外直接投資金額，均位居世界第二位，
數額更遠超美國、英國、新加坡等地。這
說明，作為內地與世界市場之間的「超級
聯繫人」，香港的外來直接投資金額增
加，明顯受惠於中國經濟的穩健發展，金
融市場的持續壯大，「滬港通」等兩地金
融市場互通，內地資本和海外資本匯聚，
為香港帶來滾滾的資本。香港向外直接投
資流出金額（ODI）錄得強勁增長，與內

地企業利用香港市場，進行跨境併購有
關。隨對外投資的快速增長，內地企業
「走出」國門的意欲高漲，渴望進入世界
資本舞台，香港具有成熟良好的機制，
「投資中介人」的角色更吃重，吸引內地
企業來港進行融資和開展跨國經營活動。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多年被政爭所累，
削弱了在國際和區域中的競爭優勢。其
實，香港擁有高度開放的市場、國際化的
商業網路、與國際接軌的法律體系、專業
及高端的金融服務人才，以及自由和通暢
的信息交流等優勢，完全有條件利用自身
得天獨厚的條件，進一步鞏固國際金融中
心的地位，同時謀求更高更遠的目標。目
前，國家「一帶一路」戰略正逐步實施，
國內資本市場融資的需求不斷增強，人民
幣國際化的腳步亦在穩步推進，這都為香
港帶來更多更好的發展機遇。香港應該主
動把握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加快金融發展
帶來的機遇，緊貼國家發展戰略，為本港
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相關新聞刊 A4 版）

荔園滿 FUN 歲月留情
18 年後又一園「好看」望天公作美客似雲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闊別港人 18 年的「荔園」
將於今日傍晚正式開幕，以匆匆兩個月時間與港人回味昔日
的遊樂場歡樂時光。本港近日乍晴乍雨，主辦機構雖已鋪上
地氈，大雨仍令凹凸不平的地面形成一個個水窪。有職員被

荔園玩樂手冊

■大象「天奴」以機械形式
復活，市民可餵「天奴」吃
香蕉與它互動。
梁祖彝 攝

地點：中環龍和道9號中環海濱活動空間
開放日期：今日至9月初（確實日期容後公布）
開放時間：上午11時至晚上11時
收費：免費入場；遊戲須購買代幣，每個10元
免費景點：荔園城堡、好時光收集箱、小露寶蛋
糕、卡通大尋寶等
收費景點（所需代幣）：魔靈小學（8）、盞鬼碰碰
車*（6）、夏日溜冰場（5）、百厭滑梯（4）、開
心列車（2）等
2 人快證套票：680 元，包括快證手帶兩條（通行
12個景點）、40個代幣及小禮物兩份
*小童半價（即3個代幣）
資料來源：荔園
製表：記者 袁楚雙

問及會否擔心影響入場人次時坦言：「無辦法，（做生意）
要看天做人。」

明星大象「復活」冀吸客 100 萬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荔園穿梭時光隧道，並以新形式於 2015 年的中環
新海濱活動空間重現。園內除了有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卡通人物小忌廉、
小露寶及足球小將出沒外，「當年今日」的動物明星大象「天奴」，也
會以另一姿態「復活」與市民互動。園內部分遊戲及餐飲區域亦與時並
進，加入科技元素為遊客帶來新體驗。主辦機構荔園有限公司主席邱達
根冀望入場人次可達100萬。
荔園前老闆邱德根孻仔邱達根為一圓亡父心願，斥資 6,000 萬元舉辦為
期70天的遊樂園。佔地逾 2萬平方米的荔園，由今日起至 9月初「落戶」
中環海濱，開放時間為早上11時至晚上11時，免費入場（見表）。
荔園場內設 16 個景點、6 款機動遊戲及逾 20 款攤位遊戲，部分設施免
費，包括入口處的「荔園城堡」、參考菲林盒子及卡式 CD機建成的「好
時光收集箱」、展示了 66 個小露寶公仔的 4 層高「小露寶蛋糕」、可容
納 1,000 名觀眾的「荔園大舞台」亦備有免費節目例如懷舊歌舞廳，供市
民入場緬懷昔日荔園。

■攤位遊戲有
一比一小忌廉
「坐鎮」。
梁祖彝 攝

「掟階磚」10 元 鬼屋玩 App
荔園的懷舊遊戲固然重現，「經典掟階磚」可讓市民以一個代幣（相
當於 10 元），贏取獎品香口膠；大象「天奴」以機械形式「復活」，市
民可餵「天奴」吃香蕉與它互動。部分遊戲亦融入科技令市民玩得盡
興，鬼屋「魔靈小學」結合手機應用程式（手機 App）、擴增實境（AR
Effect）、LED影像與投影技術等增加驚嚇感；齊集12個小食攤位的「香
港大排檔」，亦與程式開發公司合作，市民購買預付卡在app內預先選購
食品，省卻現金交易的程序。
邱達根指出，希望透過荔園勾起港人感情。他形容整個籌備過程都很
開心，團隊發揮合作精神，面對惡劣天氣仍努力令荔園「復活」，令他
很感動。

溫馨提示 8000 人在場即「截龍」
他續稱，園內所有設備的牌照均已獲批，估計今天傍晚 6時開幕，首日
可吸引約 2 萬人入場。他相信周末人流會較多，料一天或會有 4 萬至 5 萬
人入場，團隊目標是 70 天內可吸引 100 萬人次到訪荔園，但「人多人
少，取決於天氣及口碑，我不會覺得達不到100萬人次是失敗」。
他提醒公眾，當場內達8,000人時，便會「截龍」，並安排未入場者在入
口前面排隊，屆時會透過網站公布人流安排。荔園內的遊樂設施亦會因應
天氣變化可能暫停開放，有意前往荔園的市民可在網站留意最新消息。

驟雨淪「澤國」鋪氈增員解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連日乍晴乍雨，設於中環海濱的荔園亦
不敵天氣，未開張已變成「澤國」，即使主辦機構已鋪上地氈，惟大雨
令凹凸不平的地面形成一個個水窪。荔園有限公司主席邱達根昨日表
示，籌備之初已預計了惡劣天氣情況，並已就積水問題與場地一方聯絡
改善。
中環海濱活動空間過去舉辦的活動，亦曾受雨天影響發生「爛地」情況，
影響入場人數。記者昨日所見，主辦機構已特別鋪上草氈預防場地變泥濘，
但因場地凹凸不平，仍無法阻止「澤國」的出現。昨午連場大雨，立即令低
窪處變小水塘，部分水深更及足踝。場內有職員不時清理積水，部分工人則
趕工加固草氈，為荔園今天開幕做好準備。有小食店職員擔心，雨天會令入
場人次減少，但坦言：「無辦法，（做生意）要看天做人。」

早料公敵 堅持戶外保原味
邱達根回應指，當初選擇在暑假重開荔園也曾考慮天雨問題，形容天
氣一向是遊樂場的公敵，惟團隊認為戶外遊樂場才能保留到原汁原味的
回憶，對市民有一定吸引力，故堅持在戶外「重建」荔園。他補充，籌
備過程中一直有與場地方面商討改善，情況已較最初理想，「積水去得
快，園內也不停有人手清理積水。」為了讓遊樂場環境更理想，園內會
再加設風扇，並安排雨傘及雨衣備用。
邱達根希望今天開幕天公造美，他並表示，會再與場地方磋商解決積
水的問題。另外，荔園發言人透露，本來預計聘任400名職員，現因天氣
因素已加聘人手改善場地問題。

■「經典掟階磚」讓賓客以一個代幣（相當於 10
元）贏取香口膠獎品。
梁祖彝 攝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卡通人物小露寶會在荔園
內出現。
梁祖彝 攝

■大雨隨即令凹凸不平的地面形成一個個水
窪。
袁楚雙 攝

海園搞 LINE 夏水派對 史上最大

夏水禮移師室內，場地過萬呎，足夠容納多個
玩水景點，其中包括 3 層樓高的「瘋狂滑水
梯」、第一次登陸香港的「動感水韆鞦」、廣
受歡迎的「狂野泡泡派對」、拍照景點「超級
大水桶」、「幻彩噴泉陣」，場外亦有「勁爆
水彈陣」打水戰（見表）。

2015 夏水禮
「凸」
色

瘋狂滑水梯：約 3 層樓高，市民玩時需注意衣物不
能有突出物或容易鬆脫
狂野泡泡派對：隨着動感音樂勁舞時，泡泡會從天
而降
動感水韆鞦：夏水禮首創，懷舊與動感兼備
超級大水桶：新增拍照景點，高掛水桶會慢慢儲
水，水滿即會傾盆而下。在特定拍照點可捕捉友人
全身濕透的一刻
幻彩噴泉陣：大小朋友的玩水派對，水柱花式和速
度都經過特別設計，會隨着音樂起動
LINE 互動照相館：內含五大主題可供選擇，遊人拍
攝一段 5 秒至 10 秒短片，即有 LINE FRIENDS「自
動入鏡」。其後，在海洋公園LINE賬號輸入特定編
號後，即可觀看及分享錄像
LINE 快拍：一眾 LINE FRIENDS，包括 Brown 和
Cony出沒海底布景與遊人合照
LINE FRIENDS Pop-up Store：有 60 款首次在港
發售的限量版LINE主題精品發售
水都餅店：提供LINE杯子蛋糕、曲奇餅和特飲
LINE X 海洋公園夏水禮大抽獎：7 月 5 日至 25 日期
間，LINE 用戶只要登入「LINE 夏水禮」的 LINE 官
方賬號，並發送「Summer Splash」字句，即可獲
電子刮刮卡參加抽獎，大獎是雙人來回日本的機票
資料來源：海洋公園公司
製表：實習記者 楊喆彤

內地客放緩 盼吸 180 萬人

■海洋公園行政總裁苗樂文（右三）與嘉賓
主持夏水禮開幕式。
楊喆彤 攝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楊喆彤）海洋公
園今年與手機通訊應用程式 LINE 合作，舉辦
史上最大規模室內夏水禮。是次玩水景點佔地
較往年大增逾倍，亦是 LINE 首次與亞洲主題
樂園合作，除遊樂景點外，還會在7月1日至8
月31日的夏水禮期間，推出限定的60款LINE
獨家商品及 LINE 主題美食。由於內地客數目
增長放緩，海洋公園預期 7 月至 8 月的入場人
次，將維持去年同期的 180 萬，但希望有 10%
增長。

室內避暑「水韆鞦」首登陸
今年夏水禮是亞洲首個 LINE 主題的玩水派
對，並首次以室內場館作活動場地，規模亦是
史上最大。海洋公園為避開酷熱天氣，特意將

除遊樂設施外，海洋公園設有期間限定的
LINE FRIENDS Pop-up Store，出售 60 款獨
家限量版 LINE 精品，亦設有「LINE 互動照
相館」及「LINE FRIENDS 快拍」讓 LINE 角
色人物可以與市民合照。
海洋公園行政總裁苗樂文昨日預期，今年 7
月至 8 月的入場人次與去年 180 萬人次相若，
主要因為近月內地旅客數目增長放緩，「縱使
台、印等地旅客增加，亦難以取代內地個人遊
旅客減少的人數。」副行政總裁李繩宗補充，
海園上半年的入場人次較去年同期少，主要是
受日圓、泰銖匯率下跌，令當地遊樂設施吸引
力增加及個人遊旅客減少所引致，但內地旅行
團數目依然活躍，加上對台灣客的增長潛力有
信心，認為未來兩個月的入場人數不會持續下
降，加上市場對 LINE 反應良好，希望能較去
年的180萬入場人次有10%增長。
苗樂文續說，早前推出一系列特別版的
LINE海洋公園發聲貼圖，令園方的LINE官方
賬號用戶數量，由 71 萬急升至 86 萬，顯示
LINE是一個非常好的合作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