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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主席周四蒞港視察
出席回歸20周年慶典 監誓新屆特區政府就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2008 年 7 月，時任國家副主
席習近平訪港， 接受香港小學
席習近平訪港，
生獻花致意。
生獻花致意
。
資料圖片

馬靜、

甘瑜）據新華社
報道，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主
席、中央軍委主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席習近平將於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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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至 7 月 1 日赴
香港，出席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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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有陽光 局部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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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回 歸 祖 國 20
周年大會暨香港
特別行政區第五屆
政府就職典禮，並
視察香港。此間人
士認為，這是習近
平出任中共中央總
書記、國家主席後
首次赴港視察。是
次行程還包括到石

.
.

崗軍營檢閱解放軍
駐港部隊，會見
視察基建項目，
體察民生等，相

檢閱駐港部隊 會見各界人士
翌日，習近平將會到石崗軍營檢閱解
放軍駐港部隊，其後再於灣仔會展會見
各界人士，晚上則在會展出席各界晚會
及文藝晚會。據了解，一向親民的彭麗
媛當日將另有行程，主要探訪老人中心
及幼稚園，深入了解、關懷香港社會。
行程最後一日，是習主席視察的「重
頭戲」，將出席 7 月 1 日的特區第五屆政
府就職典禮，屆時習近平將為新班子就
任監誓。其後他將視察港珠澳大橋工程

.

望更多金融人才助港發展

當豐富緊湊。

據

(

歡迎主席視察
傾聽市民訴求

香港各界人士，

悉，習近平將於本周四下午抵港，
相信會入住灣仔君悅酒店。習近平
夫人彭麗媛將隨同視察。此外，還有中
央有關部門負責人組成的中央代表團隨
行。抵港當日傍晚，習主席將前往禮賓
府出席特首梁振英所設的宴會，候任特
首林鄭月娥亦會在場。

(
.

及西九文化區，然後結束行程離港。

梁振英：顯中央對港重視支持
行政長官梁振英對習近平視察香港
表示歡迎，並衷心感謝。他指，20 年
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國家的大力支
持下，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取得多方面的
成就。習主席在這個重大時刻蒞臨出
席慶祝活動和新一屆特區政府就職典
禮，並視察香港特別行政區，充分顯
示中央對香港的重視和支持。

林鄭：重要時刻親臨深受鼓舞
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同樣表示歡
迎，並衷心感謝。她說，香港自 1997 年
回歸祖國以來，國家對香港的經濟及各
方面的發展都給予大力支持，確保了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繁榮和穩定。習主席在

特區成立 20 周年的歷史時刻來到香港
視察，我們感到非常鼓舞。
據悉，有見近期世界各地恐怖襲擊問
題嚴重，是次習近平來港視察，香港方
面的保安措施亦不敢鬆懈，保安規格會
較以往更高，包括出動反恐特勤隊、飛
虎隊及警方爆炸品處理組的無線電干擾
車，亦會在部分地點擺放更多巨型水
馬，以防車撞式襲擊。
據 了 解 ， 警 方 將 會 出 動 約 8,000 警
力，負責是次保安工作，另會調派
1,000 名輔警以維持日常執勤。
2008 年 7 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
的習近平曾視察香港，實地考察北京
奧運會及殘奧會的馬術比賽籌辦工
作，親身感受香港的變化，體察社情
民意。當時習近平在港 49 小時，出席
了 21 場重要活動。

習主席視察香港部分行程（暫定）
6月29日（周四）
■ 下午抵港
■ 前往禮賓府出席特首梁振英所設宴會
6月30日（周五）
■ 到石崗軍營檢閱解放軍駐港部隊
■ 在灣仔會展會見各界人士
■ 在會展出席文藝晚會
■ 習夫人彭麗媛探訪老人中心及幼稚園
7月1日（周六）
■ 出席特區新政府就職典禮並監誓
■ 視察港珠澳大橋工程、西九文化區
■ 離港
資料來源：綜合消息和媒體報道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中央關懷支持 各界振奮鼓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習近平主席將
來港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
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並視察香
港特別行政區。消息傳來，香港各界人士深受
鼓舞，他們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認為，這
顯示中央對香港的高度重視及支持，香港應繼
續發揮「一國兩制」獨特優勢，為香港繁榮發
展、為國家繁榮昌盛作出新貢獻。

陳永棋：習夫人親民形象受歡迎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陳
永棋表示，習主席視察香港顯示中央對港高
度重視及大力支持，我們感到深受鼓舞。習

主席夫人彭麗媛亦將一起來港，習夫人雍容
華貴且親民的形象很受歡迎，「6 月 29 晚於
紅磡體育館舉行的文藝匯演，廣東社團總會
負責壓軸大合唱《歌唱祖國》，屆時習夫人
若能上台與大家一起唱，那將是廣東社團總
會及港人好大的榮幸。」

余國春：港應為國家作出新貢獻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長
余國春表示，習近平主席此次視察香港行
程緊湊，除出席慶回歸活動，還將實地視
察香港的基建及民生等，這表明中央對香
港發展的關心及支持，港人很受鼓舞。香

港回歸 20 年來，無論在任何階段，中央對
香港的經濟民生均給予大力支持，20 年來
香港落實「一國兩制」取得舉世矚目的成
績，未來希望在「一帶一路」及「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中作出應有貢獻。

王國強：更好發揮「超聯人」作用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香港
中華總商會副會長王國強表示，在香港回歸
祖國20周年的喜慶日子，習近平主席視察香
港，這是中央對港的重視及支持，對香港是
極大鼓舞。他稱，港人應不忘「一國兩制」
初心，相信在中央支持下，將更加團結，發

政界：帶來新啟示 為港指方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於習近平
主席將視察香港，立法會多個政黨均表示熱烈
歡迎，並期待習主席親身了解香港的發展，及
帶來中央的關心支持，為香港的未來發展帶來
新的啟示，指明發展方向。

李慧琼：各黨派應把握互動機會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認為，國家主席習近
平本周四來港視察 3 天，反映中央重視香港
事務。她坦言，不希望有反對派人士在官
方活動中，做出不利溝通的舉動，例如叫

口號等。她相信，習近平會樂意會見不同
黨派的人士，各黨派應該把握互動機會，
與領導人見面有助香港推動「一國兩
制」。她表示，如有機會獲邀見面，會真
誠介紹香港現況。
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表示，國家領導
人趁香港回歸 20 周年親自來港視察，
當然是重視香港的表現。他相信，習近
平主席會趁此機會會見香港各界，包括
清楚了解香港基層市民的生活，「與大
家見面、接觸，了解香港的最新發展，

我覺得是好的。」

顏汶羽：顯示中央政府重視香港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提到，香港特區
成立 20 周年的發展，證明了「一國兩制」
的成功落實。他認為，習近平主席在回歸
20 周年來港視察，證明中央政府重視香
港，有助國家確立香港未來的角色定位。

黃國健：了解民生福利政策成果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歡迎習近平主

揮「超級聯繫人」作用，把握「一帶一路」
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為香港及國
家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王惠貞：期望中央續推惠港政策
全國政協委員、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
王惠貞表示，習近平主席來港視察，是
件非常鼓舞人心的事。近年國家經濟飛
速發展，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習主席倡導的「一帶一路」已成為世界
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發展前景廣
闊。她期望中央繼續推出惠港政策，
「為港送大禮」。

席視察香港，並冀習主席此行深入了解回
歸 20 年以來特區政府推動的福利、長者及
房屋等方面政策。

經民聯：香港正處於新發展節點
經民聯熱烈歡迎並期待習主席帶來中央
的關心支持，為香港的未來發展帶來新的
啟示。經民聯表示，在中央的全力支持
下，香港各界共同努力，「一國兩制」實
踐取得了巨大成功。回歸 20 年，目前香港
正處於一個新的發展節點。港人對習主席
親臨香江充滿期待，相信習主席會帶來中
央對香港的支持，並為「一國兩制」實踐
的未來發展指明方向。

黃先生及林小
姐：很歡迎習主
席來港，香港很
需要中央支持，
沒國家支持，香
港怎會保持繁
榮？期望中央政
府考慮加大兩地每日交易額度，並呼籲
更多金融人才到港發展，讓香港的國際
競爭力更上一層樓。

了解各階層問題和需求
林先生：非常
歡迎習主席來
港，希望他多了
解香港各階層的
疾苦。現時本港
消費水平過高，
市民難以負荷，
貧富差距懸殊，問題很多。當然香港也
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應該帶主席去
看看。

國家發展好 港從中得益
曾先生：習近
平是國家領導
人，我們當然歡
迎他來港。香港
樓價太高，希望
中央也能幫幫
忙，想想辦法。
香港是國家一部分，一切利益以國家發
展為重，香港也能從中得益。我們都應
該支持國家。

督促特區政府壓抑樓價
古先生及陳小
姐：很歡迎習主
席來香港，希望
他能了解香港的
真實一面，幫助
特區政府，合力
促進香港發展。
房屋問題已成香港的「死結」，期望習
主席敦促特區政府全力解決問題。

港可應付挑戰勿太擔心
馮先生：很歡
迎習主席來港，
其實中央不需要
太擔心香港，香
港居民現時生活
素質不差，可應
付挑戰。香港是發達地區，存在很多爭
議很正常，相信香港人會找到出路。
■圖 /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實習記者 林浩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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