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千市民喜遊禮賓府
特首伉儷與民同樂 互動合照有求必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昨日

為禮賓府開放日，大批市民前往參觀，

其中多為首次到訪的市民。有市民表

示最喜歡禮賓府內不同品種花卉及特

別的建築風格，亦有攜子女前來的市

民希望讓子女更多了解禮賓府的歷史

故事。行政長官梁振英與夫人梁唐青

儀昨早於禮賓府後花園現身，與市民

互動及合影，更與長者及家長傾談2蚊

乘車優惠及幼稚園免費教育等政策。

昨日從上午10時至下午5時，共有

5,395人次進入禮賓府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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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伉儷昨早約11時走入後花園與市民見面，梁
振英向市民禮貌問候，對市民合照要求有求必應，

又應小朋友要求抱起他，隨後與市民的傾談中又提及乘
車優惠及幼稚園免費教育等政策。他又向一位僅有一名
子女的家長打趣說：「生多個啦！」亦有市民向他表示
希望他連任。
香港禮賓府依山而建，有米白色外觀及深紫啡色屋頂，
1995年被列為法定古蹟。昨日開放日設路線指引，觀光小
徑亦沿斜坡上落，有市民帶備自拍神器拍照及登山棍協助
爬坡。
市民紛紛到熱門點拍照留念，包括寫有「香港禮賓府」
字樣的入口處、沿途的各種花卉品種、後花園噴水池、長
滿綠色植物的後門長樓梯、特首舉行官方活動及接待賓客
的會客大廳及禮賓府正門。除欣賞花卉及建築風格，開放
日還安排香港警察樂隊及學生樂團表演。

市民：帶子女參觀盼了解歷史
市民陳先生與太太帶三個子女前來，陳太表示因好奇而
來，想看看特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以前覺得好神秘，看
過後覺得內部環境很美，佈置有條理，接待、用餐、宴會
及授勳的地方都各自分開。她還讚歎禮賓府的地板好靚，
「以前以為禮賓府建成時間太久，設施應該都很舊，結果
發現好新好靚。」
陳先生希望小朋友透過參觀禮賓府多了解香港歷史。他9
歲的大女表示很喜歡禮賓府的建築風格。5歲的兒子及小女
兒則表示喜歡後花園的草坪及噴水池。

同學：特首身體必健康
歐先生表示，警察樂隊的表演很特別，以往看新聞經常
會見到特首於正門召開記者會，好奇正門裡面的環境。他
曾認為禮賓府是古典英式建築，或會古舊而具有歷史感，
但發現其實禮賓府的陳設已十分現代化。他又認為今次開
放部分太少，希望參觀更多場所。9歲的江同學覺得禮賓府
好大、好靚，但好奇為何禮賓府無安裝電梯，上落都需要
走樓梯。
13歲的周同學來之前特別上網了解禮賓府的歷史，昨日
入場參觀後表示最喜歡禮賓府的後花園，有很多難得一見
的花卉品種。他覺得禮賓府就像一棟別墅，地方很大但建
築物的高度不高，跟香港其他住宅很不同。他又說，禮賓
府還有很多地方都未開放，如有機會最希望上到頂樓參
觀。對於後花園的四條長樓梯，周同學說，可以想像梁振
英每天都要爬這條樓梯，身體一定很健康，「特首日日好
多事做，走樓梯可當做運動。」

昨日入場參觀禮賓府的市民需由
特定入口進入，必須走過一條較長
的斜坡，交通亦不甚方便，但仍有
大批市民前來，來訪者中有老有少
亦有乘坐輪椅的人士。住在九龍啟

業邨的文女士與10歲孫兒要搭乘101號巴士再轉乘23
號巴士，下車後再步行10分鐘才到達指定入口。文女
士表示，希望帶孫兒見識禮賓府的氣派，表示最喜歡
禮賓府內沿路的花卉，覺得很漂亮。但她坦言行斜坡
好辛苦，建議政府安排接駁巴士於地鐵站接載長者。

未見特首遺憾 盼增道路指示
文女士的孫兒蘇同學則玩得十分盡興，認為爬坡一

點都不辛苦，而且「非常值得」，最喜歡看香港警察
樂隊的演奏，「啲哥哥穿制服好威，花園好靚。」他
說，今次未能見到梁振英，期待下次再來可以見到他
並有機會同他講話。
劉先生與太太帶4歲兒子前來參觀，劉太表示，最
開心可以見到特首會客、用餐及授勳的地方，認為禮
賓府的內部空間比電視上顯示的大很多。劉先生則對
禮賓府的歷史及新舊對比圖片更有興趣，認為新與舊
的禮賓府有不同特色，以後會詳細講給兒子聽，還包
括九七前後的香港歷史及禮賓府的變化等。
劉太指出，美中不足是前來禮賓府的道路指示不

足夠，「我們行過一小段冤枉路才找到，沿途都見
到有人走錯路，好明顯指示不足夠。」
來自廣州的宋先生與太太及5歲兒子原本打算於動

植物公園隨便走走，聽到禮賓府的音樂便隨人群進入
參觀。宋太太對剛好趕上開放日感到幸運，參觀後認
為禮賓府很漂亮，最喜歡禮賓府不同品種的花卉，「開
得特別好，襯到整個環境很美，今天天空又很藍，白
色的建築、藍色的天空，拍出照片很漂亮。」

她又稱讚警察樂隊的表演很有特色，認為政府設開放日予市民參觀
的安排很棒，「整個行程、路線設計很精緻，沿路亦有專人指引，又
可以看到特首舉辦宴會、待客的地方，讓小朋友感受一下很好。」
3名留港工作的內地女生表示，已一早查好開放日的日期，想來

感受特首生活及辦公的場所。王小姐表示最喜歡禮賓府的後花
園，有很多在香港住宅區很難見到花卉及植物。鄭小姐則最喜歡
禮賓府內的傢俬陳設，認為風格及顏色很淡雅。另一名王小姐認
為，現實的禮賓府比電視中所見為大，建築風格中西合璧，很特
別，又認為現場人流比想像中少，遊覽起來比較舒服，最喜歡警
察樂隊的表演。 ■記者 陳文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日
禮賓府開放日共迎來5,395人次入場參
觀，警方安排大量人手維持秩序及保
障市民安全。但昨早仍有示威者試圖
入場搗亂，有手持黃傘及標語的婆婆
企圖衝入禮賓府被警員截下，有民安
隊員上前勸喻她收起示威物品後不

果，只能將她送往指定示威區。
有「女長毛」之稱的雷玉蓮則成功進

入禮賓府，隨後在禮賓府大堂高聲叫喊
口號並打爛隨身攜帶的物品，對參觀市
民造成滋擾，亦被警員帶走送往示威
區。雷玉蓮隨後爬上禮賓府外的圍欄，
將一隻黑色手套掛在上面。

「女長毛」滋擾遊客敗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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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女士與孫文女士與孫
兒兒。。 陳文華陳文華 攝攝

■■劉先生一家劉先生一家
人人。。 陳文華陳文華 攝攝

■■宋先生一家宋先生一家
人人。。陳文華陳文華 攝攝

■■33名留港工作內地女名留港工作內地女
生生。。 陳文華陳文華 攝攝

▲昨禮賓府開放
日，梁振英與夫
人在後花園與市
民傾談。其間，
特首俯身與一名
小朋友互動，場
面溫馨。

◀昨日從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共有5,395
人次進入禮賓府
參觀。

劉國權 攝

■■禮賓府樂隊表演禮賓府樂隊表演，，市民市民
影相留念影相留念。。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昨日天氣甚好昨日天氣甚好，，參觀禮賓府參觀禮賓府
的遊客爭相合影的遊客爭相合影。。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籌備多時的深港通將於下月5日正式啟動，
這是繼滬港通在前年開通以後，香港與內地
資本市場互聯互通的又一重大舉措，雖然不
一定能夠產生即時的刺激效應，但就長遠而
言，這對兩地的 A 股和 H 股市場及整體經濟
發展，都將發揮重要的促進作用。因為隨
港深兩地股市的互聯互通，香港與內地股市
之間又增添一條新的管道，可以進一步促進
人民幣的跨境流動，有利於國際投資者經由
香港市場更全面地投資內地市場，從而鞏固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主要離岸人民幣業
務樞紐的地位。同時，內地資本市場也可以
更方便地學習及借鑒香港的成功經驗，與國
際市場接軌的程度將因此更為提高。展望未
來，香港金融界與內地業界的交流合作將會
進入一個更高的層次，也為香港的金融股市
專才提供了更加廣闊的施展平台。

2014年上半年，滬港通正式開通，開啟了兩
地資本市場直接聯通互動的新階段，尤其是為
人民幣的跨境流動開拓了新的途徑，對兩地的
金融市場融合發展產生了積極的作用。經過兩
年來的實踐，滬港通為兩地股市互聯互通的實
際運行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為深港通的啟
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中國證監會近日公
佈，將在下月5日正式開始深港通下的股票交
易。從總體上看，深港通基本沿用了滬港通的
操作模式，而在具體細節上，深港通更有所發
展，比如，港人可投資的範圍有所擴大，選擇
更多一些，市值60億元的部分小盤股也被納入
其中。不少專家認為，內地兩個股票市場都實
現了與港股的直接聯通，其意義重大，尤其是
港、滬、深三個中國股票市場的互相聯通合
作，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勢，將使中國資本
市場穩步融入全球資本市場，再結合中國經濟

中高速發展的穩健態勢，勢必穩固整個中國金
融體系作為全球金融新中心之一的地位。

具體而言，深港通的開通，將與滬港通一
道，全面促進內地和香港資本市場的共同發
展。從內地角度看，將有利於A股進一步走向
國際化，逐步走向完善。客觀而言，與香港較
為成熟的資本市場相比，內地的A股市場還是
處於「發展中階段」，存在着一些不完善和不
規範的問題，尤其是近兩年來的股市震盪及監
管方面的缺失，更需要採取積極的措施予以解
決。從這個意義上看，A股市場與港股的直接
聯通，將可以全面學習及借鑒香港股市的良好
機制和經驗，在與國際接軌的過程之中趨向完
善；從香港的方面看，則是充分利用這個橋樑
及紐帶，把香港的資本市場與龐大的內地市場
更為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通過促進兩地資本市
場的融合發展，進而強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的地位。對於國際和香港的投資者而言，深
港通將是又一個豐富的寶藏，裡面有很多深具
潛力的上市公司，可以提供更多的投資和創富
的機會，香港的金融業專才更可以從中大顯身
手，在為國家經濟建設服務的同時，自身也將
得到更大的發展。

當然，由於目前國際政治、經濟環境還是複
雜多變時期，全球金融市場還屬於調整階段，
內地的經濟改革尚處在進行之中，深港通就短
期而言，不一定能夠帶來即時的效應，投資者
要謹慎從事，不宜過分憧憬。但是，相信隨着
內地經濟建設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長，尤其是A
股市場將呈長期向好的趨勢，香港金融中心和
主要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地位，也將同步得
到鞏固和發展，深港通將和滬港通一樣，將成
為促進兩地經濟合作及共同繁榮的一個重要組
成部分。

深港通全面促進兩地合作及共同繁榮
前港督彭定康近日來港大談香港管治問題，吹

噓西方民主「優勝」，有利於經濟發展云云。但
事實證明，以英美為代表的西式民主如今千瘡百
孔，自顧不暇，並沒有什么好吹噓的。彭定康當
年推行「急速民主」，擅自篡改《公安條例》，
削弱警方維護社會治安的能力，甚至為「佔中」
等非法活動氾濫埋下了禍根。彭定康不僅從未反
躬自責，向港人道歉，反而向香港販賣西式民
主，希望香港全盤照抄，不過想令香港滑向動亂
的深淵。「一國兩制」是最適合香港的發展模
式，按照基本法、結合實情，香港的經濟、政
制、社會發展可保持穩步前行，無須彭定康指手
畫腳、添煩添亂。

彭定康認為，「有些版本」的民主模式運作
起來比較優勝，實行起來有更好效果，有言論
自由、法治和監管得宜的地方，貪污不會猖
獗。相反，如果實行精英的特權管治，經濟機
會被壟斷，滋生不公平的政治安排，結果必然
是經濟不斷衰退。如果彭定康所指「比較優
勝」的民主是西式民主，暗示香港應該照抄不
誤的話，那實在不敢恭維，更令人啼笑皆非。

美國才結束一場被喻為「史上最醜陋」的總
統選舉，而且餘波未了，落敗的一方正在要求
在個別州重點選票，意圖扭轉乾坤，但不管結
果如何，美國已嚴重撕裂，淪為最大輸家。特
朗普出人意料地當選，以及較早前的英國脫
歐，乃至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佔領倫
敦」，其實都反映出英美民眾反精英壟斷管
治、壓榨基層的強烈不滿，民眾對「1%的人佔
有社會一半財富、99%的人生存惡化」忍無可
忍，對政府不信任、對制度充滿懷疑和焦慮。
西方民眾對自己的民主制度都不相信，渴望出
現重大改變，西式民主絕不是「優勝」的民主
模式，彭定康卻要推銷給香港，居心何在，不

言而喻。
港人吃過不少彭定康種下的苦果， 對此深有

體會。彭定康作為「末代港督」，1992年7月上
任不久，不顧中方強烈反對，擅自提出並實施
「三違反」的政改方案，並推行一系列「變
法」，包括大幅修改和閹割《公安條例》和
《社團條例》。彭定康美其名曰是加速香港民
主步伐，實際上為反對派反中亂港拆牆鬆綁，
打開了反對派以「民主自由」為名衝擊法治的
潘多拉魔盒，給回歸後的香港埋下了為害深遠
的禍根。「佔中」等的發生，彭定康也難辭其
咎。

如今彭定康又施展如簧之舌，誇誇其談民主
自由，告誡特區政府要「敏銳地處理市民的政
治訴求」，「否則很容易將溫和推向極端」。
彭定康竟然視癱瘓「佔中」是「為民主管治建
立道德高地」，他究竟是真心為香港民主發展
出謀獻策，還是另有所圖，港人不能不警醒和
反思。

眾所周知，任何地方的民主發展都必須符合
當地的實際情况，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過去談
及香港普選問題時所說的，「鞋是否合穿，要
自己穿着才知。」中國有成語：「淮橘為
枳」，比喻環境變了，事物的性質也變了。香
港若照搬西式民主，不僅會「水土不服」，更
可能事與願違，造成社會動亂，最終吃虧的是
港人。香港回歸祖國快將 20 年，實踐證明，
「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落實，取得舉世公認
的成就。在基本法框架下，根據香港的實情，
排除外力干擾，才是推進香港民主及其他發展
的最有效途徑。彭定康也自嘲「過氣」，自認
是「老邁的前殖民統治官員」。希望彭定康真
的有自知之明，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少對香
港民主指指點點，算是造福香港。

西方民主不合香港 無須彭定康吹噓販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