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回歸祖國紀念日前夕，港澳辦主任王光亞
接受香港媒體專訪，深入解讀張德江委員長早前
來港視察發表重要講話的精神，分享他對香港社
會關注的熱點問題的看法。香港回歸祖國19年
的歷程，就是「一國兩制」不斷成功落實的歷
程。王光亞的講話傳遞中央對港政策的重要信
息：中央看長遠、看整體，繼續堅定不移地落實
「一國兩制」，不會被眼前的亂象所迷惑分心；
「泛民」中的大多數是愛國的，希望「泛民」尊
重、維護中央的權力，成為建設性力量，向「泛
民」釋出善意誠意；中央嚴密關注鼓吹「港獨」
勢力，提醒有人企圖利用香港為國家製造麻煩，
僭越「一國兩制」。王光亞的講話準確反映中央
關愛支持香港的態度，肯定香港各界為落實「一
國兩制」所作的貢獻，讓香港廣大市民對「一國
兩制」事業不忘初心、保持耐心、堅定信心，珍
惜來之不易的繁榮穩定，推動「一國兩制」發展
再上新台階。

香港回歸19年，在落實史無前例的「一國兩
制」道路上前行，過程中成果豐碩，也難免遭遇新
問題、出現新情況。香港有人擔心中央對香港的方

針政策會變，經常評論中央的對港政策是軟了還是
硬了，是鬆了還是緊了。對此，王光亞在接受《紫
荊雜誌》的專訪中明確指出，中央對港政策不存在
「軟硬、鬆緊」，中央是看長遠、看整體的，堅持
「一國兩制」，不會被眼前一些亂象所迷惑、分
心。事實上，中央一再重申，對港政策的宗旨，就
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會見行政長官梁振
英時強調，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定不移，
不會變、不動搖；全面準確地確保「一國兩制」在
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
進。今年5月份，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來
港視察時也指出，「一國兩制」是我國基本國策，
是戰略抉擇，而不是權宜之計。

回歸以來的實踐證明，「一國兩制」是最適切
香港、對香港最有利的制度。中央真心希望香港
好，不會做任何事情去破壞「一國兩制」。即使
面對「佔中」這種嚴重衝擊「一國兩制」的事
件，中央仍保持最大的耐心，支持特區政府依法
辦事，妥善平息事件，足以證明中央對港政策一
以貫之，港人應對中央堅守「一國兩制」原則充

滿信心。廣大香港市民更應清楚認識「一國」是
「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全面準確保障「一國兩
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才能為香港
的繁榮穩定打下堅實基礎。

香港是個多元社會，存在不同政見的「泛民」
政團是合理正常的現象。張德江委員長視察香港
期間，會見了4位「泛民」議員，被認為是一種
「突破」，甚至被解讀為中央治港政策的新姿
態。王光亞指出，這其實並不新鮮，也不是新姿
態。中央歷來重視聽取香港社會各界的意見。包
括張德江在內的中央各級主管港澳事務官員，長
期保持和「泛民」政團會面，廣泛交換意見。

值得注意的是，王光亞強調，在中央看來，
「泛民」中的大多數是愛國的。「泛民」的立法
會議員是特區政權體制的組成部分。從基本法的
角度看，他們也屬於建制人士。「泛民」政團和
人士應當明白基本法規定的中央的權力，應當尊
重中央的權力，也應當維護中央的權力。這充分
體現了中央對「泛民」的理解和包容，肯定了
「泛民」在特區建制中的地位。「佔中」、政改
方案遭否決等一系列事件，令本港部分人士擔

心，中央與「泛民」的關係將劍拔弩張，可能影
響到香港的和諧穩定。但中央將「一國兩制」作
為一個包容性極大的事業，團結的政治光譜越
闊，越有利持續成功落實「一國兩制」。王光亞
所傳達的信息，顯示中央以「一國兩制」的大局
為重，以海納百川的胸襟，與「泛民」保持理性
溝通，增進共識。希望「泛民」也應向中央作出
善意的回應，尊重憲制，顧及香港整體利益，為
推進「一國兩制」、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多做有益
之事，這也是廣大港人樂見的。

當前香港有激進政治勢力冒起，甚至出現鼓吹
「港獨」的少數極端分子。王光亞明確指出，中
央對這股勢力正在嚴密關注。王光亞還提醒，有
人企圖利用香港給國家製造麻煩，影響內地的政
治發展進程，這是僭越「一國兩制」的行為。
「一國兩制」下，兩地雖然政治制度、意識形態
不同，但這並不意味着必然走向對抗，兩地求同
存異、合作共贏是大勢所趨。鼓吹「港獨」、企
圖利用香港作為顛覆內地的橋頭堡，違背民意，
不得人心，包括香港市民在內的13億中國人民
絕不會答應，注定以失敗告終。

中央看長遠謀大局 港人對「一國兩制」信心更堅

特區19歲 全港同祝福
特首今主禮升旗酒會 慶委會推210場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今日是香港回歸

祖國19周年紀念日，全港都有慶祝活動，同慶回歸

大日子。特區政府今晨將舉行升旗儀式和慶祝酒

會，特首梁振英和特區政府官員會與在場市民共同

分享慶回歸喜悅；解放軍駐港部隊則開放多處軍營

讓公眾參觀；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更推出約二百一

十場慶祝回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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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主要慶祝活動
時間

上午8時

上午8時半

上午9時至下午2時

上午10時

上午10時半

上午11時

中午12時

下午1時至5時

下午2時半

下午7時45分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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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荊行動7．1」紀念回
歸活動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9周年
暨深港社區文化交流嘉年華

新界各界「社區共融慶回
歸」嘉年華

「香港回歸賽馬日」

駐港部隊開放軍營

九龍各界慶祝香港特區政府
成立19周年嘉年華

《絲路花雨》經典舞劇演出

「全港購物節」

地點

灣仔金紫荊廣場

灣仔會展中心

九龍昂船洲軍營

灣仔金紫荊廣場

香港仔海濱公園

葵青劇院演奏廳

沙田馬場

新圍軍營

觀塘油塘社區會
堂

香港體育館

全港各區逾
3,500家商戶

整理：鄭治祖

「全港購物節」部分精選優惠
商戶

九龍維景酒店
棕櫚閣西餐廳

太子珠寶

森記書局

華潤萬家

華潤堂

太平洋咖啡

優惠（節錄）

自助晚餐滿10人享有七折優惠，並
贈送雙人客房一晚(僅限香港市民)

購買任何珠寶貨品滿一萬元或以上
(以折實價單一簽賬計)，即獲1,000
元現金折扣優惠(指定貨品除外)；
購買任何貨品，可獲贈精美太子筆

特選貨品可享低至五折起優惠

今日推出各類商品促銷活動

今起三天推出買滿200元送10元現
金券活動

今日推出特定小商品七折優惠

資料來源：「全港購物節」 製表：文森

特區政府升旗儀式今晨將在灣仔
金紫荊廣場舉行，過千名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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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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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有過千名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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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軍駐港部隊今日上午及下午會
分別開放昂船洲軍營及新圍軍營，明
日開放石崗軍營，供已獲門票的2.6
萬名市民參觀。
此次軍營開放活動除向市民展示軍
備器材外，還有升國旗儀式，以及刺
殺操、獵人戰鬥等軍事表演。公眾除
可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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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參觀駐
港部隊的生活設施，了解官兵日常生
活，更有機會一嚐他們親手製作的小
菜糕點。

默哀悼兩殉職消防員
為悼念兩位在牛頭角迷你倉大火殉
職的消防員，不少慶祝活動都取消了
表演環節，改為默哀或其他悼念儀

式。梁振英此前已宣佈，七一酒會的
表演環節將會取消，他也不會參加日
間及晚上的民間慶祝活動，同時會在
不同場合用不同形式悼念殉職消防員
及表揚其他消防員的奉獻。

《絲路花雨》連演三場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於今日舉行約

210場慶祝回歸活動，重頭戲將是由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主辦的《絲路花
雨》經典舞劇演出，一連三晚假紅磡
體育館演出3場。
而為了悼念牛頭角迷你倉大火奪

去兩名消防員的寶貴生命，委員會
已決定取消原定在《絲路花雨》演
出前的系列活動啟動儀式，改為默
哀環節。

3500商戶推購物優惠
全港各區工商聯和部分中資企業

也會舉辦「全港購物節」，惠及廣
大市民。市民可到貼有「全港購物
節──熱情商戶標誌」的3,500家商
戶購物，享受購物優惠並換領禮
品。
香港賽馬會也在今日進行「香港共

慶回歸賽馬日」，沙田馬場有11場賽
事，重點是第七場「香港回歸盃」及
第九場「粵港盃」，讓投注人士發個
「回歸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經濟放緩，市民消費意
慾轉趨審慎。有花店負責人指出，4月份及6月份淡季時
整體營業額按年跌5%至10%；而今年情人節、母親節等
營業額則平穩，但市民的消費金額較往年減少。負責人
期望今次參與「全港購物節」的慶祝回歸活動，能刺激
市民消費，提升營業額。
繽紛園藝有限公司市場經理高燕萍指出，市民在過去

的母親節消費較去年審慎，有顧客以往花費近六百元買
鮮花送給太太及母親，但今年只買500元鮮花；4月份及
6月份因沒有大節日，公司整體營業額按年跌5%至
10%。但她表示，鮮花生意較難受外圍經濟影響，因愛

好盆栽及鮮花的人仍會買花，故對業界的影響較其他行
業小。
高燕萍說，希望購物節能刺激市民消費，提升營業

額。市民即日起至7月3日，於花店內購物滿100元即享
九折優惠；購物滿150元會贈送種植套裝；購物滿300元
則贈送園藝精品。
百利花卉負責人姚秋瑾表示，今年經濟轉差，4月份
起花店生意按年下跌20%，即使母親節為花店旺季，惟
市民轉為購買較便宜的花，故希望透過參與「全港購物
節」提升店舖知名度，也希望市民開心慶祝回歸。她表
示，即日起至7月3日於花店內購物即享九折優惠。

市民消費審慎改買平花應節

■高燕萍指出，4月及
6月營業額按年跌5%
至10%。 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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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慶祝香港回歸19周年，
同時推動香港零售業發展，「全港購物節」旗下逾1,500
個品牌、3,500間商戶，即日起至本月28日向市民提供購
物優惠，部分產品更低至五折發售；另外在指定商戶消費
滿100元以上，憑當日收據可換取禮品。「全港購物節」
副召集人李鋈發昨日表示，希望透過活動提升市民的消費
意慾，協助商戶提升生意額，振興本港經濟。

仇鴻蘇錦樑何靖赴啟動禮
「全港購物節」昨日舉辦「全港企業慶回歸暨花墟優惠

感謝日」啟動禮，並邀得中聯辦副主任仇鴻、香港特區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中聯辦九龍工作部部長何靖
等出席。活動開始前全場默哀一分鐘，以哀悼於牛頭角迷
你倉大火中不幸殉職的高級消防隊長張耀升與消防隊目許
志傑。
蘇錦樑致辭時表示，全球經濟出現不明朗因素，影響市

民的購物意慾，而特區政府已推出多項措施協助業界發
展，零售業界應用拚搏精神及創意把商品推銷給市民。他
在活動後指出，本港零售業仍然疲弱，希望為期一個月的
購物節能夠刺激消費。

李鋈發：商戶市民同受惠
李鋈發表示，為推動零售業發展及企業在節日時回饋社

會，2013年正式成立「全港購物節」，召集企業家在節日
向市民提供購物優惠，經過4年發展，參與商戶由當初的
200間增至現時的逾3,500間。他又說，活動為香港社會帶
來正能量，也令市民受益。 他又指出，從內部的調查顯
示，80%旗下商戶表示購物節有助提升生意額20%至
30%，相信這次為期一個月的購物節，能讓商戶的生意額
較平日增加逾30%。
「全港購物節」推出多項優惠，多個商戶即日起至本月

28日提供購物優惠（見右表）；另外即日起至7月3日，
在「全港購物節」旗下商戶消費滿100元以上，憑當日有
效收據，可於全港3個地點換取禮品一份，包括醬油、餅
乾或洗頭水。主辦單位表示，已準備逾三萬份禮品供市民
換領。

■「全港購物節」昨舉辦「全港企業慶回歸暨花墟優惠感
謝日」啟動禮。 曾慶威 攝

■■市民昨日到旺角大球場換取禮品市民昨日到旺角大球場換取禮品。。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慶祝香港回歸19周年系列社評之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