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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護送組最高規格迎主席
擬五電單車「箭頭」「加強暢運護送」開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

傑）政要訪港，保安工作至為重

要，其中貴賓車隊點到點之間的

交通，就由警隊護送組負責護

送，以確保整個過程暢順進行。

至於今年回歸20周年的安排，

護送組早前表示尚未收到行動指

示，但若國家領導人來港視察，

依經驗會全員出動，亦有機會使

用最高規格車隊迎接。

警隊於1976年成立只護送訪港英國
皇室成員的皇家護送隊，至1986

年蛻變成現時的警隊護送組，負責的工
作也愈來愈多，除訪港要員外，也要護
送國寶及彈藥、押解犯人及參與公務人
員最高榮譽葬禮等。現時護送組在各個
警區有一小隊，加上總部小隊共有6
隊，成員有59人，成員由交通警兼任，
每星期會有一天訓練日。
護送組出動的編制可分為4級，會視乎
不同任務類別及保安評估，所有行動都會
由電單車領航，而首3級除了車隊外，也
會有隊員在沿路的路口封路以確保行車暢
順，如護送來訪國家元首，就會用到最高
級別的「加強暢運護送」，除了護送車輛
的領航電單車外，車隊亦會由3輛或5輛
的電單車作「箭頭」開路。

上次用五箭頭 迎領導人視察
護送組總部小隊主管莊金印解釋指，
箭頭外觀上有禮儀用途，也有實際需
要，如有事故時箭頭可分拆成不同路

障，以確保車隊行車順暢。
至於用3輛或是5輛，則視乎任務的
保安評估，去年張德江委員長視察香
港，及早前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訪港，
護送組就出動了三箭頭。而對上一次用
上五箭頭，便是2007年回歸10周年時
任國家主席胡錦濤來港視察期間。
至於今年回歸20周年的安排，莊金印

表示暫未收到指示，但若有國家領導人
來港視察，依經驗會全員出動，亦有機
會使用五箭頭。他又指，護送組最短可
在行動前24小時收到通知，但坦言是不
理想的情況，較理想是在行動前7日收
到。

見黃之鋒欲衝 即時下車阻止
莊金印表示，護送政要期間有不少變

數要即時作出反應。他舉例指，去年張
德江委員長視察香港期間，「香港眾
志」成員黃之鋒曾欲向車隊示威，莊金
印指自己當時負責當先頭部隊監察路面
情況，其間察見黃之鋒在東隧口附近持
棍狀物體欲衝出馬路，便即時下車衝往
阻止。他指在護送組的訓練也有練習應
對相關事件，自己的職責是要保護車隊
順暢通過。
另外護送組總部警長謝威傑憶述，5

年前一次於港島準備接送嘉賓往中午
飯局期間，突然收到通知指場地尚未
預備好，要繞多15分鐘。
謝威傑指出，當下要即時再設計路

線，繞得太遠會遲，時間要計得十分精
準，而且不能讓貴賓知道，成員要熟悉
區內交通情況外，之間亦要默契十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據央視報道，海軍
遼寧艦航母編隊昨日從青島某航母軍港啟航，開赴相關海域
執行跨區機動訓練任務。據悉，海軍航母編隊由遼寧艦、導
彈驅逐艦濟南艦和銀川艦、導彈護衛艦煙台艦，以及多架
殲-15艦載戰鬥機和多型艦載直升機組成。
據有關人士透露，遼寧艦航母編隊將於月杪抵達香港。此

前有消息指，作為慶祝回歸20周年一部分，遼寧艦將開放
給市民參觀，讓港人有機會登上遼寧艦，親身感受國家國防
實力，增強民族自豪感。
此次遼寧艦航母編隊是由解放軍的多艘先進的明星艦組

成。其中，濟南艦有中華神盾之稱，是新型導彈驅逐艦，於
2014年12月入列，沿用濟南艦艦名的三代戰艦。銀川艦是
中國自行設計生產的現役最先進導彈驅逐艦，2016年7月入
列，艦長150多米、艦寬20餘米，具有較強的區域防空和對
海作戰能力。煙台艦為054A型導彈護衛艦第九號艦，2011
年7月服役，標準排水量3,900噸級，滿載排水量達4,400
噸，是一艘在接近驅逐艦水平能力的先進大型綜合護衛艦。
此次是海軍根據年度計劃組織的一次例行性訓練。央視報
道稱，海軍遼寧艦航母編隊將採取連續轉移海區的方式，赴
相關海域開展編隊隊形、艦載機飛行訓練和艦基戰術等多個
課目訓練，強化編隊各屬艦之間的協同，錘煉艦載戰鬥機飛
行員和艦員的綜合能力素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
道）作為系列紀念回歸活動的重頭
戲，香港特區政府主辦的「香港回歸
祖國20周年－同心創前路 掌握新
機遇」成就展，今天（26日）在京開
幕。特首梁振英昨日特赴京，主持今
日的開幕式，候任特首林鄭月娥亦會

出席。消息人士稱，中央領導人也會
出席開幕式。

傳中央領導人出席開幕式
今次大型展覽設在中國國家博物

館，展出時間為6月 26日至 7月 16
日。特區政府在介紹該展覽時表示，

香港回歸祖國20年來，在國家的支持
下，香港保持了長期繁榮、穩定與發
展，在經濟、社會、民生等方面取得
重大發展，與內地的交流合作日益頻
繁、深入、廣泛。是次大型展覽主要
展示香港回歸以來的主要發展、與內
地在多個領域的合作並前瞻未來，讓

內地同胞感受這座亞洲國際都會的活
力與魅力，體會兩地互通、民心相通
的情誼，攜手共創更美好的明天。
昨日下午，特首梁振英、候任特首

林鄭月娥先後抵京，兩人都將出席此
次成就展開幕式。有消息稱，中央領
導人也將出席是次展覽開幕式。

梁振英林鄭月娥抵京出席回歸成就展 遼寧艦航母啟航
月杪訪港慶回歸

女警葉佩琳是護送組中唯
一女成員，她指自己喜歡騎
電單車，覺得護送組出動猶

如「白馬王子」般有型，因此得悉招聘就馬上
投考。她表示，與男同事擁有一樣技術，「照
行照做，同工同酬」，自己不覺工作辛苦，更
認為可增強自己駕駛技術。
被問及作為女成員的好處，葉佩琳指自己曾

在封路時要轉換燈號，引來部分行人鼓譟，但
當自己脫下頭盔時，「可能（行人）無諗過我
係女警」，在解釋後成功平息眾人情緒，葉佩
琳相信這與女性的溫柔有關。

警長喜完成任務滿足感
另外，總部警長謝威傑指，天氣是行動其中

一項最大挑戰，曾在護送貴賓往酒店期間下大
雨，但卻不能更換雨衣，加上當時天氣寒冷，坦
言十分辛苦，但認為工作能代表香港接待外賓而
感到光榮。總部小隊主管莊金印則指，護送組需
在機場等候貴賓來臨，試過遇上航班延誤，在
40度高溫環境下待上數小時。然而，護送組工
作也有美好時光，莊金印指自己享受組內「兄弟
班」氣氛及完成任務時的無形滿足感。
警隊護送組近年出動數字有上升趨勢，由

2014年的72次增加至2015年的240次，雖然
去年次數回落至102次，但日數則由兩年前大
增近倍。有組員指出，有外賓訪問時，當值時
間可長至15小時至20小時，由外賓未起床就
要預備，直至晚上回到酒店確定沒有行程才能
下班。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禮傑

如「白馬王子」有型 女將勝在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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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送組成員
需通過「單筒」
及「 雙 筒」路
試。

香港文匯報
記者莫雪芝 攝

■護送組車隊前後「包夾」，為貴賓車
護航。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左起：謝威傑、莊金印及葉佩琳。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候任行政長官候任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昨日抵林鄭月娥昨日抵
京京。。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馬靜記者馬靜 攝攝

■■行政長官梁振行政長官梁振
英昨日抵京英昨日抵京。。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馬靜記者馬靜 攝攝

■■警隊警隊護送組人強馬壯護送組人強馬壯。。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也是
解放軍建軍90周年。消息指，中國首艘
航空母艦「遼寧號」即將到訪香港，並
首度開放給港人登艦參觀。航空母艦是
國之重器，「遼寧號」作為中國國防實
力和綜合國力的體現，首次出訪內地以
外的地區就選擇香港，第一次對公眾開
放的機會就獻給香港市民，這樣特殊的
安排，充分展示中央對香港的厚愛和關
照，相信港人深感榮幸，更會珍視此難
得機會，感受國家的強盛進步，增進對
國家民族的熱愛和自豪。香港搭乘國家
高速發展快車，港人對未來更有信心，
更會積極把握機遇，推動國家和香港共
同發展、共享繁榮。

航空母艦是綜合航空、航海、電子技
術等高科技於一身的海上作戰平台，既
是一個國家重要的國防裝備，亦是一個
國家經濟、科技、軍事等綜合實力的反
映。「遼寧號」自2012年 9月正式入
列，至今已服役近5年，多次赴黃海、
東海及南海遠洋訓練，歷經近乎實戰的
考驗，已經形成中國自己的航母戰鬥
群，實現了幾代中國人的夢想，顯示中
國國力與日俱增，中國海軍已具備了保
護國家海洋權益的強大能力，對世界和
平發展具有積極重要的影響。

「遼寧號」迄今從未開放供民眾參

觀。據悉，今次是國家最高領導人親自
拍板決定讓港人登艦參觀，以了解國家
海軍的實力和國防發展，從而增強民族
自豪感，是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活動的
一部分。「遼寧號」在內地亦從未對公
眾開放，港人能夠捷足先登，飲了「頭
啖湯」，意義非凡。港人親歷目睹、近
距離接觸「遼寧號」，可以感受國家的
強大，增強對國家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
感，對身為中國人感到與有榮焉。

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中央對香港關愛有
加。一方面，一再推出挺港政策，每當香
港遇到困難時總及時出手相助；另一方
面，國家每次獲得重大成就，均率先與港
人分享喜悅，例如奧運健兒凱旋之後，多
次組織金牌運動員訪港，神舟載人飛船航
天員多次完成創舉後訪港，長征火箭和
飛船來港展出等。此次「遼寧號」訪
港，同樣展示中央對香港的特殊關愛。

國家對香港的濃情厚意，香港市民深有
體會，會更加明白背靠祖國的優越和優
勢，更積極「發揮香港所長、配合國家所
需」，主動把握人民幣國際化、「一帶一
路」戰略和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加
強香港與內地的全方位合作，乘着國家
新一輪發展的東風，不斷提升競爭優
勢，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市民安居樂
業，為國家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遼寧號」首訪香港 港人深感中央厚愛
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6月29日至7月1日蒞臨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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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主席一向關愛香港，
對香港事務高度重視。中共十八大以來，習主席對「一國兩
制」實踐和香港工作，作出了許多新的重要論述，成為繼續
推進「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指南。此次習主席作為黨和國
家最高領導人來港視察，充分體現中央高度重視香港，真切
關心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真誠關懷廣大香港同胞，相信可以
極大地鼓舞特區政府和香港同胞，更好落實「一國兩制」和
基本法，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並積極融入國家發
展，使香港在新的起點上再創輝煌。

據了解，習主席此次視察香港的行程豐富緊湊，除出席
回歸20周年慶典和為新屆特區政府就職監誓外，還將會見
特區政府主要官員、社會各界人士，視察大型基建設施和
探訪市民。這些安排，充分顯示國家最高領導人對香港現
狀和未來發展高度重視、鼎力支持，對香港同胞的福祉充
滿關愛。習主席無論是主政福建、浙江、上海等地，還是
擔任中央港澳工作負責人，以至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
人，一直都關愛香港，大力支持香港發展，關心香港經濟
民生，可以說對香港充滿厚愛。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席針對香港形勢發展變化的
新情況，審時度勢，從戰略和全局高度指導「一國兩制」
實踐，作出了許多新的重要論述，包括：要全面準確地理
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要牢牢把握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和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兩個根本宗旨；
要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
力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
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

廢；要始終堅持「一國兩制」不改變、不動搖，切實維護
「一國兩制」實踐不走樣、不變形；要堅持依法治港，堅
決維護基本法和中央的權威等等。

這些重要論述，都體現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在
治國理政上的新理念、 新思想、新戰略，體現了對「一國
兩制」規律性認識的進一步深化，是對「一國兩制」理論
的豐富和發展，是在香港繼續成功推進「一國兩制」實踐
的重要指南。在這些重要論述的指導下， 中央有關部門穩
妥應對香港出現的各種複雜局勢，在對港工作上取得許多
新突破、新進展、新成就。習主席今年4月11日會見香港
特區第五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時，在充分肯定「一國兩
制」實踐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特別要求：「作為一項開
創性事業，『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也需要不斷探索前
進。」

目前，香港正處在一個重要的發展時期，面臨着難得的
歷史發展機遇。國家一直大力支持香港發展，國家三大發
展戰略都跟香港密切相關，包括「一帶一路」、人民幣國
際化、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規劃和建設，都為香港提供了
發揮優勢的廣闊天地。可以說，在中國經濟強勁發展的快
車上，國家已為香港確定了班次，預留了座位。對於今後
繼續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努力解決深層次矛盾，
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推動經濟社會全面發展，港人既要有
堅定的信心，也要作出更大的承擔。

習主席此次視察香港，將進一步為香港未來發展指明方
向，增強廣大港人的信心和勇氣。只要特區政府和社會各
界人士齊心協力，弘揚港人自強不息，勇於拚搏的奮鬥精
神，集中精力務實努力，同時積極融入國家的發展，就一
定能夠共同創造更加美好燦爛的明天。

習主席視察香港將激勵港人再創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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