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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投注額 今季最
1174億升10.7% 全季總入場人次216.7萬增6.1%

金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沙田馬場昨日上演

2016至2017年度馬季煞科戰，全日11場賽事共錄

得18.58億元投注額，較去年煞科的18.36億元微升

1.2%，亦是自1998年以來的煞科日及近11季以來

的單日最高投注額。馬會於今季增加了5個賽馬

日，即增至88個賽馬日，總結全季共錄得1,174億

元投注額，較去季的1,061億元按年升10.7%，更

創下史上單季新高。此外，全季總入場人次為216.7

萬，亦按季升6.1%。馬會行政總裁應家柏於賽後表

示，馬會的匯合彩池策略成功，是投注額大幅增加

的關鍵，並指馬場發展大綱最後一期工程已差不多

竣工，馬會將繼續為不同客群提供適切的馬場娛樂

體驗。下季賽事將於9月3日在沙田馬場開鑼。

香港賽馬投注額於千禧年過後每況愈下，2005至2006年度
更低見600.5億元。幸其後從谷底反彈，至2013/14年度

更首次突破千億元大關。去季雖受經濟環境影響，連升6季後微
跌1.7%，但今季卻大幅反彈至1,174億元，勁升10.7%。馬會在
扣除派彩及回扣後的收入為179.5億元，另繳付131億元博彩
稅，兩者分別按年升7.9%及8%，另有47.7億元剩餘予馬會作
營運開支及慈善捐獻，亦按年升7.2%，均屬歷來新高。

大雨「攔門」入場人次減
馬會昨日舉行馬季煞科賽事，不少馬迷均趁今季最後機會入
場觀戰及期望攞得「尾彩」，惟由於天公不作美，其間不時下
起大雨，兩個馬場合共僅得36,949人次進場觀賽，較上季大減
近9,000人次。沙田場內精品店「馬場有禮」舉行煞科感謝日，
指定精品買滿300元即減100元，位於第二座看台一樓的特價
區，多款精選禮品更以低至三折優惠價發售，吸引不少市民
「掃貨」。馬會吉祥物更會遊走於馬場不同角落，與馬迷合照
留念，留下難忘回憶。
雖然入場人次下跌，但馬迷下注的熱情卻無因「攔門雨」減
退，單是頭場低班賽事已吸引逾1.3億元投注額。及至全季最後
一場賽事開跑前，現場氣氛已推上頂點，最終全日11場賽事共
吸引18.58億元投注額。由今季才出道的見習騎師潘明輝策騎、
賀賢馬房的「太陽喜喜」成為全季最後一場頭馬。
賽事過後，馬會隨即在場內頒發今季冠軍練馬師及冠軍騎師
等獎項，最後一眾騎師在場內向馬迷展開閉幕巡遊，又大派精
緻的馬匹毛公仔禮物向馬迷暫別。此外，由於昨日的三T中獎
金額不足10元，逾184萬元多寶將撥入下季開鑼日的三T彩
池。
總結全季，莫雷拉及蔡約翰分別俱以破紀錄的171場及95場
頭馬榮膺冠軍騎師及冠軍練馬師，前者更大熱當選最受歡迎騎
師；梁家俊則以25場頭馬成為季內成績最佳本地騎師，賽後獲
頒告東尼獎。

三分一增長來自匯合彩池
應家柏指出，今季投注額增長幅度令人驚喜，「去年此時，
我們遇上地區經濟稍為放緩的情況，導致賽馬總投注額下跌
2%。」他承認，增加5個賽馬天是總投注額上升的其中一個因
素，但馬會的匯合彩池策略，才是成功的關鍵。他說：「今季
的賽事數目實則只多了22場。若與上季的83次賽事作同等比
較，投注額實際上升了6.9%，當中三分之二的增長來自本地的
投注，餘下三分之一的增長則來自匯合彩池的投注。」
他表示，上季匯合彩池投注額為34.7億港元，佔總投注額
3.3%，今季隨着匯合彩池的版圖得以擴大，匯合彩池投注額達
65億港元，增幅高達87.1%，並佔總投注額的5.7%，「這令我
們對下季的展望更為樂觀，相信香港賽馬產品質素的吸引力，
足以成功拓展多個海外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昨日為馬季煞科日，警方未有鬆
懈，繼續進行打擊非法外圍馬投
注活動，深水埗警區特別職務隊
人員昨午趁賽事進行期間，掩至
深水埗澤安邨一單位，拘捕一名
懷疑正收受賭注的男子，當場檢
獲馬纜紙、3部懷疑收受賭注的手
機及現金等證物。警方呼籲市
民，切勿收受賭注或參與外圍投
注，如發現懷疑非法收受外圍賭
注活動，應向警方舉報。
涉案被捕男子姓陳、60歲，他

涉嫌非法收受賭注被帶署扣查。
警方透露，有關行動仍在進行
中，不排除會有更多涉案者被
捕。
昨日的馬季煞科戲在沙田馬場

舉行，共有11場賽事，深水埗警
區特別職務隊早前根據線報經深
入調查後鎖定目標，至下午2時
許趁賽事進行期間採取行動，掩

至澤安邨華澤樓一單位外埋伏，
待屋內一名男子外出時，即現身
將其拘捕，並帶回屋內搜查，檢
獲約2,000元外圍投注記錄、3部
疑用作收受賭注的手提電話、一
部電腦顯示屏及約 2,000 元現
金，疑人連同該批證物一併帶署
扣查。

警續打擊外圍馬 上門拘一漢
昨日為馬季最後一

戰，此戰過後將踏入
一個半月的歇暑期，

不少馬迷均把握機會，冒雨入場觀戰兼下
注。賭馬約30年的退休人士譚先生表
示，家住沙田區，閒來無事也會入馬場，
每日「賭本」約100元，昨日有幸命中一
條派彩逾200元的位置連贏。他笑說，昨
日間中下着傾盆大雨，入場人數減，但氣
氛依然不俗。

譚先生：無馬賭去旅行囉
譚先生續說，年輕時投注金額較大，平

均每日約千元，更曾試過命中派彩逾20萬
元的孖T，「那時是上世紀90年代，廿萬
元連樓都買到了，那時更要馬會開支票的
呢！」他認為，賭馬除了是娛樂及消磨時
間外，也可以有不俗的收入呢！他指出，
現時馬場內的設施比從前有大幅改善，賽
事亦精彩。未來將有一個半月歇暑時間，
「無馬賭我咪去旅行囉！」

同屬資深馬迷的丁先生與黃先生昨日

一同進場，他們均指「有空便會入(場)，
煞科日當然要捧場！」丁先生表示，他
下注時主要看哪個騎師夠「旺」，平均
每日下注數百元。
黃先生則主要視乎賠率，每日下注約

1,000元。他們均表示，今季增加5個賽
馬天對他們影響不大，「有跑馬就會下
注，但總括也是輸多贏少，所以有歇暑
也正好可以儲吓錢。」
從惠州來港的內地人胡先生則表示，

知道昨日是煞科日，所以特地初次入場
看看，認為環境及氣氛也很不錯。不過
他指出，對香港馬匹及騎師不是很認
識，故只會小注怡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胡先生胡先生 ■■譚先生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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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迷冒雨觀戰 暑假前「大搏殺」

■警方拘捕一名涉嫌收受外圍馬
賭注的男子。

近年賽馬全季投注額
年度 投注額(元) 升/跌幅

2001/2002 781.5億 -4.1%

2002/2003 714.6億 -8.6%

2003/2004 650.3億 -9%

2004/2005 626.6億 -3.6%

2005/2006 600.5億 -4.2%

2006/2007 640億 +6.6%

2007/2008 676.8億 +5.7%

2008/2009 668.2億 -1.3%

2009/2010 754.9億 +12.9%

2010/2011 804.1億 +6.5%

2011/2012 861.1億 +7.1%

2012/2013 938.4億 +8.9%

2013/2014 1,019億 +8.5%

2014/2015 1,079億 +5.8%

2015/2016 1,061億 -1.7%

2016/2017 1,174億 +10.7%

資料來源：香港賽馬會 製表：聶曉輝
■■場內精品店舉行煞科感謝日場內精品店舉行煞科感謝日，，吸引不少市民吸引不少市民
「「掃貨掃貨」。」。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攝

■■全港唯一女騎師蔣嘉琦為不少馬迷簽名留念全港唯一女騎師蔣嘉琦為不少馬迷簽名留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攝

■■總結總結20162016至至20172017年度馬季共錄得年度馬季共錄得11,,174174億元投注額億元投注額，，按年升按年升
1010..77%%，，更創下史上單季新高更創下史上單季新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攝

■■「「雷神雷神」」莫雷拉獲頒最受歡迎騎莫雷拉獲頒最受歡迎騎
師獎師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攝

■■吉祥物與馬迷合照吉祥物與馬迷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攝

■■場內馬迷看得十分肉緊場內馬迷看得十分肉緊。。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攝

■■「「太陽喜喜太陽喜喜」」成為最後一場頭馬成為最後一場頭馬。。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攝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在《求是》雜誌發表文
章，重點言及學習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香港回歸祖
國20周年慶祝活動期間重要講話的體會。習主席香
港之行發表的一系列重要講話，是他主政以來關於
「一國兩制」問題最全面也是最重要的闡述。張曉
明深入分析了習主席講話的重要意義，強調以習近
平為核心的中央，針對香港的新情況，審時度勢、
果斷決策，提出並落實對港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
和新戰略，進一步豐富了「一國兩制」理論，增強
了港人對「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制度自信。張曉
明提綱挈領總結的「六個堅持」，全面準確概括了
習主席講話傳遞的重要信息，對香港正確理解習主
席講話的精神大有裨益，為香港今後更好地落實
「一國兩制」指明了方向。

「一國兩制」是人類政治實踐史上前無古人的偉大
創舉，從理論、制度到管治方式，都是一種創新。香
港回歸20年來，「一國兩制」的實踐取得了舉世公
認的成功。習主席指出：「實踐充分證明，『一國兩
制』是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也是香
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是行得
通、辦得到、得人心的。」張曉明主任認為，這一論
斷從制度層面上對20年來「一國兩制」的實踐給予
高度肯定，顯示出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在推進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進程中越來越堅定的政治自信。張
曉明列舉了「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大量事例，更堅
定了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隨着「一國兩制」實踐的不斷深化，香港存在的
深層次問題、經濟社會發展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
日益凸顯，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時有出現。十
八大以來，習主席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治港思想、觀
點和方略，例如成功推進「一國兩制」實踐，關鍵
是要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必須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
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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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等創新性重大理念、重大舉措中，把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與推動香港「一國兩制」
實踐深入發展，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增進香港
與國家融合發展，增進廣大港人福祉充分結合起
來，等等。

張曉明指出，針對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在香港
特區實踐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習主席提
出並實施了一系列具有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意義的
處理港澳事務、解決港澳問題的重大戰略舉措，彰
顯了習主席對「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的歷史性貢
獻。習主席的最新論述豐富了「一國兩制」理論，
領導對港工作取得了新突破、新進展和新成就。

就如何結合實際深刻領會和貫徹習主席重要講話
的精神，張曉明指出，必須把握好「六個堅持」，
包括：堅持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堅持依法治港；堅持落實以愛國者為主體的
「港人治港」；堅持聚焦發展；堅持促進內地與香
港的交流合作；以及堅持加強對香港青少年的教育
引導。這「六個堅持」精闢歸納出習主席在港重要
講話的核心要求，就是堅守「一國」，聚焦發展。
習主席不僅強調了「一國」是根、是本，而且明確
劃出了不允許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等四條紅線。這是
「一國」與 「兩制」關係的關鍵所在，對確保「一
國兩制」行穩致遠至關重要。習主席明確要求，要
「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更提醒「蘇州過
後無艇搭」。香港各界可參考張曉明主任的解讀，
認真理解習主席重要講話的精神，並轉化為落實
「一國兩制」的行動，令東方之珠再創輝煌。

張曉明深入解讀習主席講話 對港正確理解大有裨益
高等法院日前裁定4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宣

誓無效並取消其議員資格，完全是依法作出的
公正裁決。高院作出裁決後，反對派反應激
烈，導致立法會財委會連續兩日休會。教育局
局長、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均擔憂，財委會未能
及時通過撥款，影響政策落實。裁決和撥款是
兩件毫不相關之事，反對派將兩者綑綁，以阻
撓教育、醫療等民生撥款為要挾，毫無道理，
不尊重法治，為表達政治訴求不惜犧牲公眾利
益。希望反對派懸崖勒馬，以民生為重，順應
民意，切勿被激進派綁架，站在民意的對立
面。

高院的裁決撥亂反正，彰顯法治精神，為依
法宣誓立規明矩，全港各界拍手稱快。一向把
尊重法治掛在嘴邊的反對派，在此事上幫親不
幫理，公然漠視法治精神。上周六的財委會會
議，反對派借故發難，導致被迫休會。在周日
的《城市論壇》上，朱凱廸更語帶威脅稱，政
府需表達如何修補政治裂痕，否則「就不要怪
他們在財委會的不合作運動」。香港是法治社
會，法庭的裁決任何人都要遵守，政府、立法
會議員也必須尊重，更不能搞政治交易，干擾
司法公正。不服判決可以提出上訴，而非以政
治凌駕法治之上。財委會審議撥款和是次法庭
裁決毫無瓜葛，反對派將兩者扯上關係，以香
港和市民的整體利益作為要挾，逼政府與其
「修補裂痕」，充分顯示了反對派毫無法治觀
念可言，唯利是圖的本質。

立法會即將暑期休會，財委會只餘下8小時
的審議時間，包括新增教育資源的36億元撥款
在內，仍有9項議程積壓，時間非常緊迫。教
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若財委會不能通過撥

款，將沒有替代方案，所有政策會沿用現有制
度實施。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亦表示，如
財委會未能及時通過3間醫院重建或開展計劃
的撥款，可能要押後招標及工程。特首林鄭月
娥亦呼籲反對派議員繼續財委會審議工作，強
調如未能在休會前批准教育新資源撥款，會直
接影響無數師生。顯然，反對派若因不滿裁決
而癱瘓財委會，受害的將是普羅大眾。

激進反對派的無理取鬧、要挾恐嚇，並非主
流意見。反對派目前仍未就是否「拉死」各項
撥款作出最終決定，主流意見認為，教育關係
重大，並屬其多年訴求，理應先通過。教育界
立法會議員葉建源亦在會上游說通過撥款。教
協會長馮偉華則向立法會全體議員發出公開
信，呼籲盡早通過撥款。是次教育撥款涉及很
多年輕教師及大專學生的福祉，連同醫療等其
他積壓撥款項目，都是既迫切又重要，無論持
何種政治立場，都沒有反對的理由。支持通過
撥款的反對派議員，切勿被個別激進派議員騎
劫，否則必遭選民唾棄。

習近平主席在七一講話中指出，如果香港
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渦，人為製造對立、
對抗，那就不僅於事無補，而且會嚴重阻礙
經濟社會發展。特首林鄭月娥亦強調，她對
改善行政立法關係的誠意沒有變，希望反對
派議員不要因為是次司法覆核結果而影響到
未來當局和立法會議員合作的基礎。反對派需
撫心自問，究竟繼續糾纏政爭，是非不分，與
激進派綑綁對抗民意，損民利益，還是以社會
利益為重，努力推動大和解，不負選民所託。
反對派到了該理性思考，作出明智抉擇的時候
了。

裁決無關撥款 應以民生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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