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酒佳餚」推創意酒療
增暢飲派對街頭小食區 旅發局料吸更多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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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香港特區盛事連連，
更有不少別具特色的景點和體驗，但要吸引海外旅客訪
港仍需多宣傳。香港旅遊發展局早前攝製4段全新宣傳
片，邀得多名米芝蓮及中外名廚、歌影紅星等粉墨登
場，將於本月底起在內地與亞洲逾50間電視台及數碼媒
體播放，吸引旅客來港旅遊。
4段宣傳香港多元化精彩體驗的宣傳片，每段長30
秒，各有不同主題。其中，以美食及夜生活為主題的
宣傳片，由連續多年獲頒米芝蓮三星的名廚 Chef
Umberto Bombana，以及首位獲米芝蓮三星的中廚陳恩
德現身說法。短片可見Chef Umberto Bombana細味蛋

撻仔、雲吞麵等香港特色美食，又與陳恩德一起逛街
市、與多位飲食界名人品嚐地道大牌檔宵夜，更有乘
電車、看跑馬、賞夜景片段，充分反映香港是美食及
夜生活天堂。

Anais Mak陳奕迅驚喜現身
新晉時裝設計師Anais Mak在以時尚、娛樂及藝術為

主題的宣傳片中，遊走於深水埗布街、太子金魚街以至
各區潮流商店，搜羅時尚靈感，最後更有著名香港歌星
陳奕迅驚喜現身，穿Anais設計的服飾在演唱會上獻
唱。

王敏德馬詩慧劉青雲擔綱
另外兩段以家庭旅遊及自然美景為主題的宣傳片，分
別邀得著名影星王敏德及其名模太太馬詩慧，以及影帝
劉青雲擔綱，帶領旅客暢遊香港海陸空家庭遊樂景點，
以及郊野景致與文化遺蹟，定可為海外人士帶來全新感
受。
旅發局指出，宣傳片將於本月底至明年2月，在多個

不同客源市場，包括內地、台灣、南韓、日本、馬來西
亞、新加坡、菲律賓、印尼、泰國、印度等逾50間電視
台及數碼媒體播放。

米芝蓮名廚夥紅星 宣傳港美食

■Chef Umberto Bombana (右) 與陳恩德一起逛街
市買食材。 旅發局供圖

有美酒怎少得了美食？今年會
場新增街頭小食及暢飲派對區域，
首次參展的海洋公園帶來狗仔粉、
環保魚蛋及蓮藕餅，呈現老香港風
味。另外，有酒店推出98元一客

鴛鴦銀絲回味蟹，每日限量60份；場內
亦有40元一份的芝士蟹肉三文魚撻、龍
蝦包等。
海洋公園總廚于浩斌指出，希望把多款

環保海鮮入饌的街頭小食帶入會場，引起
公眾對海洋生態的關注，如以太平洋無鬚
鱈魚製成的環保魚蛋；帶子元貝魚湯狗仔
粉則加入加拿大帶子及青島元貝，配以智
利鱸魚魚骨熬成的湯底，鮮味滿足。
獲得旅發局「2016美食之最大賞」獎

項的酒店，也在場內提供得獎美食。香
港黃金海岸酒店「粵」中菜廳的「鴛鴦
銀絲回味蟹」，內有日本葛粉絲、韓國
年糕、阿拉斯加肉蟹等，原價468元，
會場價為98元（半隻蟹）。同樣取得上

述獎項的悅來酒店，也在場內提供芝士蟹肉三文
魚撻、龍蝦包及玫瑰瑞士汁雞腿，售價30元至40
元不等。 ■記者 楊佩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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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黃金海岸酒店「粵」中菜廳的「鴛鴦銀絲
回味蟹」。 劉國權 攝

■芝士蟹肉三文魚撻。 劉國權 攝

美酒佳餚巡禮昨晚起至本月30日在中環海濱舉行，佔地逾
4公頃，合共逾410個攤位，較去年增加20%，亦是8年

來規模最大。旅發局節目及旅遊產品拓展總經理洪忠興昨日表
示，除了近年受追捧的威士忌及手工啤酒外，場內也有多款較
冷門及新奇的佳釀，如克羅地亞海中熟成佳餚、耶路撒冷美酒
等，只要未來數日天氣良好，相信入場人次與去年相若。

港式雞尾酒吸港女
場內首設「香港吧」，有酒吧在場調製廿四味雞尾酒。
BAO BEI調酒師Trix Yeung表示希望加入本地元素，如廿四
味雞尾酒「Remedy24」便用了廿四味涼茶、枸杞芒果醬、薄
荷葉等。她續說，加入杞子及芒果醬主要希望增加甜味，薄
荷葉是中和甜味及苦味，調製概念早在6月起產生，8月製
成，會場試飲需要3張品酒券，預料每日售200杯。Trix期望
調製港式雞尾酒讓更多年輕人及旅客對廣東文化感興趣，當
中有不少年輕女性喜歡飲用，對市場反應感到有信心。

「醉羅漢」源於成龍《醉拳》
同場有如用酒埕盛載的「醉羅漢」雞尾酒及菊花雞尾酒

「花落誰家」。「SOHOFAMA料理農務」負責人Phyllis
Tsang表示，「醉羅漢」雞尾酒源於影星成龍《醉拳》，用了
上水古洞古洞悅和醬園出產的花雕加洛神花、羅漢果茶混
合，製出酸甜度似紅莓汁的口味，加入花雕和龍舌蘭酒調製
成「醉羅漢」，更特別用酒埕盛載，營造「中國風」。
至於「花落誰家」，則以3種菊花浸伏特加4個月令菊花味
道溢出，再用上本地蜜糖及果汁調和，令酒味入口似菊花
茶。Phyllis表示，今年是公司首年參加美酒佳餚巡禮，相信
經濟環境未必影響客人品酒意慾，對生意有信心。他續說，
飲酒可以養生，如羅漢果可以降血壓及消脂，期望向外推廣
酒療信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 醉酒

提壺力千鈞，醉拳姿態讓人印象深刻，

但甚少人留意埕中美酒。今年香港美酒

佳餚巡禮首設「香港吧」，展出多款以

香港為主題的雞尾酒，如用酒埕盛載的

「醉羅漢」雞尾酒、廿四味雞尾酒及花

雕製成的菊花雞尾酒，有調酒師期望向

大眾推廣酒療信息。香港旅發局表示，

今年會場新增暢飲派對及街頭小食區，

期望吸引14萬人次至15萬人次入場，

有信心吸引更多旅客訪港。

雖然新派酒品吸引眾多年輕人，但經典紅
酒仍有捧場客。有酒商購得1982年法國波爾
多 2 級 酒 莊 出 產 「Pichon Lalande De
Comtesse」，口感順滑單寧較長，當年也是
法國酒莊較好的年份，全場只有8支試飲。

年份少見 需3張品酒券
每年尊尚區均展示多款高級紅酒及白酒，遊人

須額外付款進場，今年也不例外。Wine high
club負責人何紹洪指出，今年有帶貴酒及相對
「抵飲」的紅酒到場，當中1982年法國波爾多2
級 酒 莊 出 產 的 「Pichon Lalande De
Comtesse」，層次豐富、後勁強勁，較2000年後
多個年份出產的紅酒更好。他續說，該酒共有8

支到場，需用上3張品酒劵，加上年份少見，相
信吸引不少人到場。
場內有兩支100分酒，分別是「Montrose St

Estephe 2eme Cru 2010」 及 「Pontet Canet
Pauillac 5eme Cru 2010」，均產自法國。前者有
濃郁藍莓及微微甘草香氣，酒體豐厚，充滿布冧、
黑加侖子、黑炭及朱古力醬味道；後者有波歷克黑
醋栗香氣，亦帶有紫羅蘭花香，剛勁有力。
Watson's Wine銷售營運及市務主管黃思敏指，

「Montrose St Estephe 2eme Cru 2010」陳年能
力強，同樣是經典年份，加上以往一支100分酒
反應踴躍，相信今年帶兩支100分酒會吸引更多
人到場，期望生意較去年有雙位數增長。

■記者 楊佩韻

波爾多1982年名釀8支試飲
陳
年
佳
釀

■「醉羅漢」雞尾酒用酒埕盛載。 劉國權 攝

■香港美酒佳餚巡禮開幕。 劉國權 攝
■何紹洪指，今年有帶貴酒及相對「抵
飲」的紅酒到場。 劉國權 攝

■BAO BEI調酒師Trix Yeung。
劉國權 攝

政府昨日公佈《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
與策略》，並展開為期 6 個月的諮詢。
2030年距離現在10多年時間，說短不短說
長不長，對於涉及到土地開拓的規劃而
言，實在可說並不久遠。政府主動就此預
先諮詢，提早謀局，是負責任的態度，值
得肯定。在諮詢期內，社會各界既要拓闊
思路，大膽提出各種有利香港長遠發展的
方案，更要認真思考、積極參與，盡可能
在諮詢期內讓各種意見碰撞交鋒、凝聚共
識，千萬不能等大局已定、落實規劃時才
節外生枝，要求推倒重來，令香港發展的
步伐不斷受阻。

土地不足是本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
最大制約因素之一，為香港未來發展作長
遠土地規劃，應該是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
一。此次規劃中最受關注的，正是開拓土
地問題。文件建議在東大嶼和新界北建立
兩個「策略增長區」，應對目前土地短缺
和未來土地需求，讓社會和經濟持續發
展。政府計劃在交椅洲和喜靈洲附近填
海，開發約1000公頃土地；在新界北則計
劃將坪輋、香園圍、打鼓嶺和皇后山一帶
發展成新市鎮，開發超過700公頃土地。
現在距離2030年雖有14年的時間，看似漫
長，實際上，本港土地由尋找到正式使
用，至少需時7、8年，現在開始做規劃和
諮詢，時間並非太多。政府現時着手推進
土地長遠規劃的工作，是為香港發展未雨

綢繆。
做好香港長遠規劃，與市民利益息息相

關。在諮詢期內，各持份者、廣大市民應
積極出謀獻策，提出各種有利於香港長遠
發展的意見。例如有智庫提出，在維港以
外選址填海，以及在不影響生態保育的情
況下，開發一些保育價值較低的綠化用
地。這些建議較之開發棕地，由於不涉及
產業轉移，更沒有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
較容易取得社會共識去開發利用。同時，
全球一體化和區域合作是大勢所趨，香港
在考慮城市長遠規劃時，應以更廣闊的時
間和空間角度去考慮問題，放眼珠三角乃
至內地的發展大局，把握國家和世界的發
展機遇，切不可畫地為牢、閉門造車。

政府就本港長遠規劃展開諮詢，充分尊
重社會意見，以爭取各界的支持。對於關
乎香港未來生活質素、影響子孫後代的大
事，每一位香港市民都應珍惜諮詢的機
會，集思廣益，為香港發展貢獻智慧。過
往香港不少大型發展項目，在諮詢期間，
沒有太多不同意見，但當付諸落實時，卻
突然間反對聲音鋪天蓋地，令好事多磨，
嚴重阻礙發展的步伐，削弱了香港的競爭
力。對於香港長遠規劃的諮詢，希望社會
各界實事求是，政黨政客勿再為反對而反
對，不要令香港重蹈議而不決、決而不行
的覆轍。

（相關新聞刊A7版）

未雨綢繆做好規劃 集思廣益勿阻發展
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昨日在北京閉幕。這是內地

在全面深化改革、決勝全面小康的關鍵時刻，召開
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全會主要研究了「全面從
嚴治黨」這個重大問題，系統總結近年來特別是十
八大以來有關理論和實踐，就新形勢下加強中共黨
建作出新的重大部署，充分體現了中共中央堅定不
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堅強決心和歷史擔當，體現
了全黨的共同心聲。全會呼籲全黨緊密團結在以習
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繼續推進「全面
從嚴治黨」，共同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確保
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不斷開創治國理政的新局
面，努力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

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這是櫛風沐雨的95
年間，中國共產黨引領國家從危亡走向強盛的歷史昭
示。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
向全黨提出「全面從嚴治黨」重大命題，並同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一起，形
成「四個全面」戰略佈局重大思想，拓開了中共治國
理政的全新視野，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注入
新的時代內涵。與此同時，中共經過一系列的黨內法
規制度的建設，尤其是此次全會把「全面從嚴治
黨」，作為鮮明主題，審議通過了《關於新形勢下黨
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
例》兩部黨內重要法規制度，突出了堅決維護黨中央
權威、嚴明黨的紀律，保證全黨令行禁止，加強和規
範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性。

同時，六中全會也強調了要充分發揚黨內民主，
指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是黨內政治生活積極健
康的重要基礎。黨內決策、執行、監督等工作必須

執行黨章黨規確定的民主原則和程序，任何黨組織
和個人都不得壓制黨內民主、破壞黨內民主。必須
尊重黨員主體地位、保障黨員民主權利，落實黨員
知情權、參與權、選舉權、監督權，保障全體黨員
平等享有黨章規定的黨員權利、履行黨章規定的黨
員義務，堅持黨內民主平等的同志關係，任何黨組
織和黨員不得侵害黨員民主權利。暢通黨員參與討
論黨內事務的途徑，拓寬黨員表達意見渠道，營造
黨內民主討論的政治氛圍。黨員有權向黨負責地揭
發、檢舉黨的任何組織和任何黨員違紀違法的事
實，提倡實名舉報等等。這些都是落實中共民主集
中制這個組織原則的制度保障，也是中共具有強大
的執政能力，能夠更好地領導世界上人口最多國家
的重要基礎所在。

這次全會還有一個重要亮點，就是正式提出「以
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人民日報》今天
發表的社論指出：「這是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
人民的共同心願，是黨和國家根本利益所在，是堅
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的根本保證，是進行具有許多新
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偉大事業的迫切需要」。「對保證黨和國家興
旺發達、長治久安，具有十分重大而深遠的意
義」。另外，明年下半年將舉行中共十九大，也是
此次全會所作出的一個重要決定，這將是內地政治
生活一件影響深遠的大事。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的
成功舉行，對於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來說，同
樣也具有重要意義。廣大港人應更多地了解國家政
治發展方面的最新情況，從而進一步增強對國家發
展和民族復興的堅定不移信心。

全面從嚴治黨 開創治國理政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