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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李嘉誠先生充滿信心
日前，李嘉誠先生回應個別文章對他的批評，他表示，對中央堅定不移繼續改

革開放、致力優化營商環境充滿信心，對中國的繼續發展充滿信心，對習近平主席

的領導能力深感佩服。

我們作為李嘉誠先生的同鄉，數十年來，耳聞目睹李先生為人做事的作風，我

們對李先生的愛國愛港愛鄉情操充滿信心。哲人講過，衡量一個人，要看他的過去，

看他的現在，也就可以判斷他的將來。

李嘉誠先生是港人的傑出代表，也可說是海外華人的傑出代表。他白手興家，

艱苦創業，創造了一個商業王國，為香港的繁榮昌盛做出貢獻。他早年入主英資財

團，為港人華人爭了一口氣。香港回歸祖國的重要關頭，他出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

委員、港事顧問、特區籌委會委員，為香港的順利回歸做出了貢獻。

李先生在祖國改革開放之初就義不容辭投資內地，在外界對祖國開放發展諸多

顧慮之際，李先生之領頭羊作用功不可沒。李先生愛國愛港愛鄉的例子，不勝枚舉。

我們在香港很多場合接觸到李先生，深深為他的赤子之心所感動。

汕頭大學的創辦，可以看出李嘉誠先生的良苦用心。他創建汕頭大學20多年，

李嘉誠基金會對汕大的支持款項計及至2018年將達80億港元。他利用他的人脈，將

全球著名學府和研究機構引進和汕大合作。近期，又引入以色列理工學院落戶廣東，

在在表達了李先生為國家培養人才的迫切心情。

在香港，李先生也一直支持特區政府，支持中央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方針。在香港每一個重要關頭，李先生的公開表態，都可見到他的那種

憂國憂民、關心香港的熱忱。就如去年的政改諮詢，他在參加香港潮屬社團總會的

活動時，特意主動走向記者席，向媒體提到：「政制發展，是鞏固香港法治關鍵的

一步，此時此刻，我們表述不同訴求、不同擔憂，也是文明社會正常的現象，即使

普選方式，未必盡如各方理想，但爭取民主的努力，每一步，也不會是徒勞無功的

任務；儘管我們一團矛盾，大家一定要往前走。我深信，在中華民族的民主進程中

必定有我們香港人智慧的風采。」

我們很欣賞中華民族那種講誠信、重情義的優良傳統，相信社會及民眾一定不

會忘記李先生的貢獻。

縱觀李嘉誠先生數十年如一日愛國愛港愛鄉的所作所為，我們對他寄予厚望，

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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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馬「掌風」勁 留神免「炒車」
總裁慈善單車遊

（部分出席者名單）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
新鴻基地產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副行政總裁李民斌
海洋公園董事局副主席劉鳴煒
香港迪士尼樂園行政總裁金民豪
周生生集團國際有限公司董事兼副總經理周允成
康泰旅行社董事總經理黃進達
九龍巴士有限公司董事伍詠梅

資料來源：旅發局
製表：記者楊佩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首屆「香港單車節」在
本周末舉行，當中35公里挑戰組更是首次開放青馬大橋
予單車人士使用，但原來危機處處。前單車港隊代表仇
多明表示，青馬大橋常有側風，即是不穩定的陣風，
「猶如一巴（掌）一巴咁打過來」，有可能令車手「炒
車」，建議車手要避免跟車太貼，要保持兩個車位的距
離。
另外，旅發局表示，各項賽事都嚴禁參加者在途中
停車自拍，如有發現，會立即取消參賽資格，以作懲
罰。

憂路面狀況 勿跟車太貼
仇多明表示，較為擔心周日兩項賽事的路面情況，如

路與路之間有罉位，易令單車輪卡在路罉，難以行走。
至於35公里挑戰組方面，因為路程涉及昂船洲大橋及青
馬大橋，當中昂船洲大橋有部分路段是有斜路，如車手
不夠力「爬」上去的話，或會影響後方的車手；青馬大
橋就有側風，即是不穩定的陣風，「猶如一巴（掌）一
巴咁打過來」，會影響單車的穩定性，有機會令車手
「炒車」，建議車手要避免跟車太貼，要保持兩個車位
的距離。

賽事嚴禁自拍 違者即「叮」
另外，旅發局節目及旅遊產品拓展總經理洪忠興表

示，各項賽事都嚴禁參加者在途中停車自拍，現場亦有
多名賽事工作人員及義工，如發現參加者自拍，會立即
取消參賽資格，以作懲罰。他續說，車手在青馬大橋上
均不能超越前車，且沿途不設補給站，提醒車手要自行
準備足夠的食水。

單車節比賽項目時間表
10月10日（周六）
時 間 項 目 圈數
19:00 總裁慈善單車遊 2
19:25 男子公路繞圈賽 8
20:05 女子公路繞圈賽 5
20:45 國際專業公路繞圈賽 25
10月11日（周日）

時 間 項 目
07:30-09:30 35公里挑戰組
08:00-0930 10公里悠遊組
08:30-09:00 兒童及青少年單車樂
09:00-10:00 家庭單車樂

資料來源：旅發局
製表：記者楊佩韻

特首密密晤總領事 發揮「超聯人」作用

韓駐港領館賀國慶 梁振英主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韓國駐港領事館昨晚舉
行酒會，慶祝大韓民國獨立70周年暨檀紀4347年建國
紀念。今次是總領事金光東重返香港後首次主持國慶酒
會。祖籍山東的主禮嘉賓、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笑
言，幼時曾站在山東海邊遠眺一海之隔的韓國，留下美
好回憶，故婚後與太太及岳母首次旅行，便毫不猶豫選
在韓國。
金光東4月出任韓國駐港總領事，是時隔14年後重返
香港履新。
韓國與香港曾與台灣、新加坡一道被列為「亞洲四小
龍」，今時今日，香港已是韓國第三大出口市場及第三
大投資地。港人對韓國的興趣也隨「韓流」與日俱增。
作為全球第六大經濟體，韓國的電子產品、手提電話、
鋼鐵、船舶及石化產品也舉世聞名。
金光東表示，去年訪韓觀光港人達56萬人次，是有
紀錄以來最高，按年上升四成。專家預計今年訪韓人次
進一步上升，甚至超過去年。與此同時，去年有125萬
韓人來香港觀光，令韓國成為本港第三大遊客來源國。
金光東又指，作為進入龐大中國內地市場的門戶，相
信香港在未來很長時間仍是亞太區商業和金融中心。他
指，受惠開放高效的經濟體系，香港貿易、金融、旅
遊、專業服務等產業頗受韓企關注。
香港政府力谷創新科技，韓國政府亦將發展「創意經

濟」納入國家目標。金光中分享經驗，指電子、ICT等
科技相關產業著實帶動國民經濟顯著增長。韓港高層去
年會面時，承諾在創意產業方面加深合作。
梁振英在致辭時談及港韓經貿。他引述數據指，

2010年至2015年，兩地雙邊貿易額年均增長6%，而韓
國與中國內地去年貿易額中，有226億美元等值貿易是
經香港完成，佔中韓貿易相當大比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今屆特區政府致力發
揮香港作為國家「超級聯繫人」的作用。特首梁振英昨
日在網誌指出，香港是國際大都會，無論金融、貿易和
旅遊業與外國都有緊密聯繫，根據香港基本法授權，香
港可以在經濟、貿易、航運等領域，單獨地與世界各國
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他又透露，最近兩星
期他分別與6個國家駐港總領事會面，特區政府會繼續
致力加強香港和外國的經貿往來合作，提升香港的地
位，繼續發揮好香港作為國家「超級聯繫人」作用。
梁振英昨日在網誌以《重視香港的國際聯繫》為題撰
文，提及香港與各國的緊密聯繫。他說，香港是國際大
都會，金融、貿易和旅遊業與外國都有緊密聯繫，更有
大批香港青年人到外國留學，並利用工作假期計劃增廣
見聞。
他強調，根據香港基本法的授權，香港可以在經濟、
貿易、航運等領域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
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也可以
參加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因此，各地政府都十分重視
和香港的關係，駐港外國代表機構眾多，活動頻繁，
「我與政府各部門主管和各國駐港機構代表都保持良好
和緊密的工作關係。」
梁振英透露，最近兩星期他分別與6個國家駐港總
領事會面，並出席了沙特阿拉伯王國85周年和大韓民

國70周年國慶的招待會，強調特區政府會致力加強香
港和外國的經貿往來、人民往來等合作，提升香港的
地位，繼續發揮好香港作為國家「超級聯繫人」的作
用。

下周赴以國 訪創科企業
同日，特區政府宣佈，梁振英將於下周一（12日）

啟程前往以色列訪問。抵達耶路撒冷後，他將與以色列
總統瑞夫林和總理內塔尼亞胡會面，其間會參觀科技企
業和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技術轉移公司，及與以色列
國會議員和以色列亞洲商會成員會面。梁振英還會到特
拉維夫訪問市內的創新科技企業和參觀魏茨曼科學研究
院、特拉維夫大學及索萊克海水化淡廠，並會出席香港
貿易發展局的開幕酒會。
特首創新及科技顧問楊偉雄和創新科技署署長蔡淑

嫻，都會參加以色列的訪問行程。
在訪問以色列後，梁振英將於下周四（15日）轉往
英國倫敦訪問，與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大臣夏文達、運
輸大臣麥樂賢和英國國會中國事務小組成員會面，並在
當日見證香港與英國就衛生合作方面簽署諒解備忘錄的
儀式和出席貿發局的周年晚宴。翌日，他會出席香港工
商協會午宴，及參觀由港鐵公司營運的一項鐵路項目和
倫敦金屬交易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本港旅遊業正面對轉型的分岔

路，要「轉彎」發展特色旅遊還是維持固有模式，仍有待商榷。

香港旅遊發展局就在本周末（10月10日至11日）舉行首屆香港

單車節，當中首次以青馬大橋和昂船洲大橋作為賽道，望增加國

際曝光率，吸引高端消費遊客來港旅遊。有旅遊業界認為，香港

有發展單車旅遊的潛力，但需要有關道路及設備配合，而西環至

柴灣、沙田至屯門兩條路線是首選，望特區政府能拓展有關路

線，增強香港的城市魅力，多角度推廣本地旅遊。

首屆「香港單車節」在今年10月
10日至11日（周六至周日）舉

行，有8項單車賽事及活動，合共有
3,600人參與。首日賽事包括男女子
公路繞圈賽，及國際專業公路繞圈
賽，賽道設在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及麼
地道，起點及終點設於尖東麼地道。
國際專業公路繞圈賽有100位來自

17個國家或地區，合共24支單車隊
參與，包括澳洲、西班牙、英國及法
國等。第二日賽事的亮點在35公里挑
戰組，車手由尖沙咀文化中心出發，
經昂船洲大橋、青馬大橋到馬灣再折
返尖沙咀，是首次開放青馬大橋予單
車人士使用。
旅發局節目及旅遊產品拓展總經理

洪忠興表示，預計兩日的賽事能吸引
4萬人參與，當中20%為內地及外國
旅客。是次單車活動約有3,600人參
與，雖較早前的4,000人預期為少，
但鑒於本港旅遊業現時的情況，認為
報名人數讓人滿意，並對旅遊業產生
積極的作用。

康泰倡大嶼山作單車旅遊試點
洪忠興稱，根據調查研究，單車活動

能吸引到高端消費遊客，望「香港單車
節」能吸引更多內地和外國媒體報道，
增加曝光率，讓世界其他地區的旅客知
道，香港整年均有不同的活動，是一個
多姿多彩的旅遊目的地，藉此吸引他們

來港旅遊，帶動香港旅遊消費的增長。
有份參與單車節的康泰旅行社董事

總經理黃進達向本報記者表示，香港
有發展單車旅遊的潛力，但是需要道
路及其他設備配合。
他續說，本港單車旅遊的試點可為

大嶼山及新界地區，因為道路較市區
為寬敞，且有不少景點及自然景色，
可供市民或旅客沿途觀賞。

姚思榮：料能帶起短中線旅遊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表示，內地

如廣州、杭州等地，甚至世界各地近年
都掀起單車旅遊熱潮，更成為年輕一代
的旅遊形式，認為體育及旅遊兩者關係
愈來愈密切。他續說，香港亦可發展單
車旅遊，如西環至柴灣，沙田至粉嶺、
屯門等多條路線也是首選。
姚思榮解釋，西環至柴灣一段有海
景，如能發展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
需要留意路段部分涉及天橋及隧道出
入口，「特區政府有決心做都唔難解
決。」他續說，香港的山路及斜坡太
多，加上市區的道路較窄，要發展環
島單車遊有一定難度，建議選擇性及
針對性發展部分路段，並要配合飲
食、維修、租車等配套。如能全面預
備及發展單車旅遊，相信可以吸引來
港一天至兩天的廣東旅客，在港多留
幾天，更有助帶動海外旅客來港，帶
動短、中線旅遊。

■特首梁振英（左）與韓國駐港總領事金光東合影。
張易 攝

■仇多明（左）指青馬大橋側風「一巴一巴咁打過來」，有機會令車手「炒車」。右為洪忠興。 劉國權 攝

■新界南交通部總督察
何淦胎籲市民留意公共
交通工具改道安排。

劉國權 攝

■西九龍交通部總督察
孔憲裘籲市民避免周末
駕車往尖沙咀。

劉國權 攝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袁
妙珍稱，梳士巴利道的旅
巴上落客區將於10月10
日暫停使用。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