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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香港回歸祖國18周年紀念日。回歸以來，香港風雨
兼程，既享受着回歸的喜悅、國家發展的紅利，也面對着種
種困難、挑戰和考驗，過去一年更是經歷了大規模違法「佔
中」事件，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又被反對派議員綑綁否決。
但回首18年，香港一次次克服困難、化解風險、繼續前行，
發展步伐從來不曾停滯。18年的實踐和經驗充分證明，「一
國兩制」方針具有強大生命力；而經過兩年推動政改過程的
歷練和學習，香港全社會對推進「一國兩制」偉業的認識、
決心和信心都已進一步增強，對在「後政改」時期全力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促進和諧的共識也更加清晰和堅定。團結
一心，排除萬難，讓「一國兩制」繼續成功落實，已經越來
越成為香港人的內心期盼和自覺行動。

18年「彈指一揮間」，香港歷程不同凡響。從回歸之初的亞
洲金融危機，到席捲全球的國際金融風暴；從禽流感的出現，
到重創香港的非典爆發；從經濟一度出現負增長，到股市及樓
價曾經的大跌，香港社會經受的衝擊和考驗從無間斷。但是，
「一國兩制」庇佑之下的香港，首先有國家的全力支持。在香
港經濟下行低迷之時，中央不斷推出「挺港」措施，在謀劃和
推進國家整體發展戰略時更充分發揮香港的獨特作用，積極推
動香港與內地全方位的交流合作，為香港走出經濟低谷、保持
繁榮穩定提供了堅實基礎和巨大推動。事實充分說明，「一國
兩制」是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基石，中央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高度重視香港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維
護港人福祉，對香港的重視和對港人的關懷始終如一，日益強
大的祖國，是香港發展的堅強後盾。

處理特首普選問題，是香港回歸以來歷時最長、聲音最
多、挑戰最大、難度最高的一次政改工作。兩年來，香港社
會各界人士積極參與政改諮詢，深入討論「一國兩制」方針
和有關基本法實施的重大原則，堅決反對「佔中」等嚴重損

害香港社會繁榮穩定和法治的非法活動，形成了強大的社會
正能量。行政長官普選法案最後被反對派綑綁否決，使香港
錯失了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重要機遇，這個結果，是中央
所不願意見到的，也違背了香港社會的主流民意。不過，從
另一個角度看，推動政改的過程，是「一國兩制」進一步深
入人心的過程，是廣大港人更清晰認識到，在香港推進民主
必須按照基本法，必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必
須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過程，是愛國愛港力量大團結、大合
作的過程，這次政改取得的這些積極成果，影響深遠，令人
鼓舞。

經年累月的政爭已經嚴重損害本港的競爭力。近年來，包
括世界經濟論壇、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新加坡國立大學
亞洲競爭力研究所，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等發表的競爭力報
告，都顯示中國內地省市在競爭力方面持續趕超香港。多份
民調亦顯示，香港巿民最關心民生問題，然後是經濟發展，
最後才是政治問題。市民已經厭倦了曠日持久的政治爭拗。
香港應從政制爭拗中解脫出來，將精力集中於解決香港經
濟、社會、民生等領域的深層次問題，為香港的長遠發展打
好基礎。如果社會還是內耗不已，將使香港的競爭力進一步
削弱。這是每一個香港人最不願意看到的。

在慶祝香港回歸的大喜日子裡，回顧過去，展望未來，香港
社會更加清晰的共識是：香港今後發展的最大優勢，一是港人
的勤勞和智慧，二是有「一國兩制」的優勢，有國家的支持，
有內地這個世界發展最快的第二大經濟體作為腹地。香港未來
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戰略方向，是與內地加強合作，在內地改革
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程中，長期發揮最獨特的自身優勢。在
「一國兩制」偉大事業的推進過程中，只要廣大港人放下爭
拗，團結一心，腳踏實地，努力奮鬥，就一定能夠克服各種困
難和干擾，讓香港這顆東方明珠更加熠熠生輝。

香港回歸18年「一國兩制」偉業不斷推進
港鐵昨日提交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工程最新評估報告，透露高鐵香

港段總造價將較原預算超支203億元，達853 億元，通車日期亦由
2017 年底，延至2018年第 3 季，這個情況令許多關注高鐵建設的港
人相當失望。高鐵工程是首個由港府動用數以百億計的巨額公帑，
委託港鐵興建及管理的大型基建項目。港鐵作為項目管理人，對於
超支和延期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特區政府有必要而且有充分的
理據，責成港鐵盡快查明問題原因、交代責任誰屬並督促港鐵採取
一切可行措施，讓高鐵項目如期完成。

高鐵香港段這個全長26公里的重要項目，開工以來便陷入不斷超
支延時的巨大「黑洞」。工程總造價由最初立法會批出的 650 億
元，到去年八月增加至715億元，現下又飆升至853億元，總超支達
203億元，近乎原定工程總造價的三分之一。至於竣工日期，港鐵也
由最先的2015年推遲至2018年第3季度，整整推後了3年。 港鐵作
為負責高鐵項目興建及管理的機構，對於工程既超支又不能如期交
貨，自然要負上責任，任何推諉搪塞之辭，都是對委託協議精神的
違背，和對納稅人的損害和愚弄。而政府作為工程的委託方、出資
方及督造者，必須及時調查清楚問題的產生原因和責任誰屬，既給
廣大納稅人一個交代，也利於避免問題進一步惡化，避免高鐵工程
真的變成最大的「爛尾」工程。如果在查證過程中，發現超支原因
確是由港鐵或其他承辦商引起，政府必須站在維護公眾利益的立場
上，「企硬」要求過錯方為相應損失負責，絕不能用公帑為不應出
現的損失「買單」。

高鐵工程超支延時已是不能改變的事實，當務之急除了追究責
任，更要盡力解決各種影響成本和效率的問題，令工程順利按照現
計劃完工。「時間就是金錢」，高鐵工程一日未完工，損失的不僅
僅是真金白銀的公帑，還有許多無形的發展機會。吃一塹，長一
智，港鐵和特區政府都有必要藉由此次事件，認真檢討合作模式及
合作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充分吸取教訓，增強今後處理類似工程和
項目時的科學性和預見性，防止重蹈覆轍。

查清超支原因 切實吸取教訓
A5 重要新聞

商戶談回歸 冀和睦共榮
港經濟賴內地支持 搵食重要勿再爭吵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林嘉
敏）子女快高長大是每位家長的
願望，每天飲用兩杯牛奶就能有
助成長，但未必每個基層家庭都
能負擔。調查發現逾七成的基層
學生牛奶攝取量不足，因此有義
工團體昨日發起派牛奶行動，好
讓青少年在成長期間吸取足夠營
養，享有健康生活。

助3,000名基層中小學生
香港義工聯盟上月委託研究機

構以隨機街頭面對面訪問的方
式，訪問了逾千名來自基層家庭
的中、小學生，藉此了解低收入
家庭學童飲用牛奶的習慣。調查
發現，根據衛生署建議成長中的
青少年每天應飲用兩杯牛奶的分
量，約七成的學童牛奶攝取量不
足。這緣於基層家庭缺乏對牛奶

飲用量的知識，以及家庭經濟問
題所導致。
有見及此，聯盟計劃展開基

層家庭青少年飲用牛奶計劃，向
3,000名合資格的中小學生提供
為期兩個月、每日兩盒的免費牛
奶。據了解，計劃在六月中展
開，截至月底已有逾1,000名學
生參與，反應十分熱烈。只要申
請者為正在領取綜援或全額資助
的中小學生，經隨機抽籤後即可
成為計劃成員之一。在昨日的茶
敘上，聯盟向各個家庭派發牛奶
及福袋，各人都滿載而歸。
林小姐的12歲女兒為計劃受惠

者之一。她表示女兒去年在健康
院檢查時，發現腰部有骨頭隆
起，經了解後發現鈣攝取量不
足，需要多喝牛奶補充。羅小姐
育有一名患有厭食症的女兒，營
養師建議女兒應增加營養以增強
免疫力，因此她非常感謝計劃能
減輕她們的負擔。

譚錦球：扶貧助弱顯關愛
香港義工聯盟主席譚錦球指，

現時社會上有太多爭拗，分散社
會發展的注意力，因此現階段應
集中處理民生、經濟等議題。作
為一個凝聚各界義工組織的團
體，他認為義工聯盟可以在扶貧
助弱、培幼扶老等不同範疇工
作，以生命影響生命，共同建設
一個和諧、互相關愛的社會。

海味店東主指受益內地客
海味店東主陸先生與陸太在上環開業卅載，陸太
認為，回歸18年，社會民生的變遷「有好有唔
好」，「前幾年是好一點的，近幾年變差一點，你
看有些人不讓遊客來旅行，又去踢人家的箱，砸別
人的東西，都不想想如何改善民生，你說怎麼
辦？」
她續稱，內地客帶挈下，對本港各行各業都有幫
助，「近幾年如果沒有他們，香港哪有這麼好？」
但政治問題掛帥令她感到厭煩，「不要常常提政
治，有些人只想自己出名，為名利，不是為香港
人，只懂與政府唱反調，影響社會民生。」她覺
得，有分歧就應談到有共識為止，不要常常覺得政
府不對。
她擔心，年輕一輩口口聲聲說公平自由，「但經

常都是有你講無人講。」陸太稱，「不要什麼都講
政治，最重要是大家可以搵食，不要再吵了，再吵
下去都不知社會變成怎樣。雖然生活辛苦點，壓力
大點，但在香港地至少不會冇得食，做人最緊要是
知足常樂嘛！」

藥店負責人斥搞事派破壞民生
開業30多年的寶盈藥業見證了回歸18年的變
化，負責人黃先生表示，近期生意比較淡靜，但認
為全港百分之九十的商戶都做過內地遊客生意，反

映回歸後的經濟比回歸前好，他認為內地在經濟發
展上令全世界受惠，香港亦是其中一個受惠的地
方，「如果沒有內地，香港經濟早就死了！」他不
齒早前有人發起「佔領中環」及「反水貨」活動，
重創本港零售市道，「旅客也會看新聞，如果泰國
暴動，你會去嗎？」
面對近年紛亂的政治環境，黃先生覺得「一聽到
政治就令人覺得驚」。在他眼中，有部分人搞到香
港「立立亂」，一點也不為市民想。他指做生意
如果沒有人光顧，說甚麼都是枉然，認為香港經常
「家嘈屋閉」沒好處，更認為只有減低「搞事派」
的影響力，香港的民生經濟就會變好。

販商協會指政治爭拗影響民生
為慶祝本港回歸18年，渣甸坊販商協會主席劉啟

明表示，今天會與街坊及商戶一行約30人，到石崗
軍營參觀。他認為，香港回歸前後的生活也差不
多，只是社會上的爭拗比以前較多。劉啟明稱，
「近年香港變得沒有以前那麼和諧，而且比較混
亂，不少政治上的爭執也影響到社會民生，更令一
些富商也不再在本港投資，影響深遠。」
對於早前政改被否決，劉啟明表示感到失望。他

指，「如果政改可以通過，對本港的市道及環境一
定有正面影響，雖然我也預計方案會被否決，但仍
然感到失望。若下次重提政改，我希望可以通過，
讓香港的民主及生活再向前一大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回歸18載，社會一直欣欣向榮，然而，本港近年政

治爭拗不絕，特區政府推出每項政策也舉步維艱，甚至影響到社會民生。有經歷回歸前

後的商戶表示，本港回歸後有國家的強勢支持，經濟比以前好，但近年不少人與政府「唱

反調」，令社會變得不和諧，期望大家能和睦相處，「不要再吵，搵食最重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今日是香港回
歸祖國18周年紀念日，全港慶祝活動「遍地開
花」，讓香港市民歡度佳節。特區政府今晨會
舉行升旗儀式，特首梁振英和特區政府官員會
與在場市民共同分享喜悅，而解放軍駐港部隊
會開放軍營讓公眾參觀。全港會舉行180多場表
演活動及嘉年華，超過1,500間商舖會提供優
惠，回歸賽馬日也會見證香港「馬照跑」。

金紫荊廣場舉行升旗儀式

特區政府升旗儀式於今晨在
灣仔金紫荊廣場舉行，約
2,500名社會賢達、地區團體
和制服團隊成員獲邀觀禮，現
場並設立可容納約1,000人的
公眾觀禮區，並設置轉播儀式
的大型屏幕，方便市民見證歷
史時刻。
升旗儀式結束後，特區政府會

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慶祝酒
會，梁振英會為酒會主禮，預計
有約1,200名嘉賓出席，包括中
央駐港機構代表、行政會議成
員、立法會議員、外國使節及社
會各界人士。

駐港部隊開放兩軍營
駐港部隊今日上午及下午會分

別開放昂船洲軍營及石崗軍營，
供已獲門票的1.8萬名公眾參觀，屆時兩個軍營
除向市民展示軍備器材外，還設有升國旗儀式、
刺殺操及獵人戰鬥等軍事表演，公眾除可模擬訓
練體驗如艦炮模擬射擊、艦艇損管訓練、艦艇模
擬操縱、單兵激光模擬對抗等外，也可參觀駐港
部隊的生活設施，了解他們日常生活，更有機會
一嚐他們親手製作的小菜糕點。

180多場表演活動及嘉年華
全港今日會舉行180多場表演活動及嘉年

華，遍布港九新界，重頭戲將是由香港各界慶
典委員會舉辦的「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8周年系
列活動暨義工服務日」啟動禮，尖沙咀文化中
心廣場上午會有大型表演活動，同時連串義工
送暖行動也會正式開展，預料將會惠及逾30萬
名市民。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等會於下午在柴灣舉辦

「活力．愛@慶回歸港島社區共融嘉年華暨義
工服務日」，九龍社團聯會等會於下午在旺角
舉辦「活力愛．慶回歸」嘉年華及古典車巡
遊，新界各界也會於下午在沙田舉辦慶祝活
動。

中華總商會推消費優惠
繼去年首辦慶回歸消費優惠活動後，香港中
華總商會今年載譽歸來，繼續推出「開心消費
慶回歸」，全港逾1,500間商舖會提供優惠，
範圍涵蓋超市、珠寶鐘錶、電器、化妝品、酒
樓、茶餐廳、服裝及旅遊等。活動至後天結
束。

賽馬回歸盃冀發「回歸財」
香港賽馬會也將今日定為「香港共慶回歸賽馬

日」，沙田馬場有11場賽事，重點是第八場「香
港回歸盃」及第九場「粵港盃」，讓投注人士發
個「回歸財」。沙田馬場將設有免費彩繪攤位，
由畫師即席為入場人士繪上紫荊花及「馬照跑」
主題的臉妝，入場人士也可索取特色紋身印貼，
並拍攝即影即有照片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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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乏
營
養

義
工
聯
盟
派
奶
幫
補

■香港義工聯盟計劃向3,000名合資
格的中小學生提供為期兩個月、每日
兩盒的免費牛奶。 林嘉敏 攝

全城慶回歸 全日有活動

■陸太說，回歸最初幾年社會環境
較好，但近年趕內地客生意差咗。

文森 攝

■黃先生表示，全港百分之九十的
商戶都做過內地遊客生意。 文森 攝

「七．一」慶回歸主要活動
時間

上午8時

上午8時半

上午10時至下午2時

上午10時半

下午12時半至下午5
時50分

下午1時至下午5時

下午2時至下午5
時半

下午3時至下午5時半

下午3時至下午6
時

全日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活動

特區政府升旗儀式

特區政府慶祝酒會

駐港部隊開放軍營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8周年系
列活動暨義工服務日」啟動禮

「香港共慶回歸賽馬日」

「活力．愛@慶回歸」嘉年華

「活力．愛@慶回歸」新界慶祝
香港回歸祖國18周年主場活動

駐港部隊開放軍營

「活力．愛@慶回歸港島社區
共融嘉年華暨義工服務日」

「開心消費慶回歸」

地點

灣仔金紫荊廣場

灣仔會展

昂船洲軍營

尖沙咀文化中心廣場

沙田馬場

旺角麥花臣足球場

沙田大會堂廣場

石崗軍營

柴灣公園

全港逾1,500間商舖

▼香港回歸祖
國18周年紀念
日 ， 全 港 慶
祝 ， 市 民 歡
度。 文森 攝

◀商戶高掛大
紅燈籠慶回歸
賀國慶。

文森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