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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季開鑼日投注創新高
達12.94億升6.6%「丁財同旺」入場人次增200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噹！」的一聲，隨着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敲響銅鑼，本年度馬季在歇

暑不足兩個月後，昨日在沙田馬場正式展開，逾6.6萬名

「餓馬」已久的馬迷魚貫進入馬場欣賞賽事，投注額創

開鑼日新高。總結全日10場賽事，投注額高達12.94億

元，按年升6.6%，入場人次亦按年增加約2,000人，可

謂「旺丁旺財」。香港賽馬會行政總裁應家柏表示，對

新馬季開鑼日的盛況感到相當滿意，投注額上升亦是一

個好兆頭，會以樂觀的態度展望新賽季。

近年經濟不穩，2015/16年度
馬季錄得的1,061億元總投

注額亦按年跌1.7%。但上季增加
5個賽馬天至88天後，即按年回
升10.7%並創下史上單季新高；
若只計算 83 個賽馬天亦錄得
6.9%升幅，可以預期新一季前景
樂觀。果然，昨日的開鑼日投注
額已「打響頭炮」。

入場馬迷獲贈精美賽事月曆
新馬季開鑼日賽事於一號風球
下舉行，尤幸天公作美，沙田馬
場於賽事舉行期間僅得數陣驟
雨，並無讓入場馬迷「掃興」，
人聲鼎沸的熱鬧情況昨日再現馬
場，不少馬迷均摩拳擦掌，期待
新一季「奪頭彩」。入場馬迷可
獲贈 2017/18 馬季精美賽事月
曆，沙田馬場各主要入口設有開
運銅鑼，讓馬迷敲出好運；部分
2016/17年度冠軍人馬獎得獎馬
匹的雕像及開鑼日場景拍攝機特
設於場內，供馬迷拍照留念。

精品店推新精品襟章套裝
場內精品店「馬場有禮」亦推

出全新開鑼主題精品，包括

1997/98年度至2016/17年度馬
王紀念襟章套裝、馬場景點系列
及短途精英系列。一套20件限量
版年度馬王紀念襟章套裝，包括
近代香港馬王的徽章。
在林鄭月娥主持醒獅點睛與敲鑼

儀式，及一眾騎師齊齊祝願新馬季
事事順利後，新馬季正式開始。總
結全日10場賽事，投注額高達12.94
億元，按年升6.6%，在扣除派彩及
回扣後，當中1.42億元用以繳付博
彩稅，剩餘5,900萬元撥予馬會作
營運開支及慈善捐獻。
應家柏於賽後指出，對新馬季開

鑼日的盛況感到相當滿意，並指目
前經濟情況看來不俗，因此會以樂
觀的態度展望新的一季，「今(昨)日
的成績亦令我們增添信心，今(昨)天
匯合彩池投注額由去年的5,700萬
元升至1.04億元，這證明了匯合彩
池的發展勢頭強勁。」
昨日的賽事重頭戲為設於第三

場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盃 ，由7
匹一班馬角逐途程1,200米的賽
事，結果由莫雷拉策騎、沈集成
訓練的「四季旺」奪冠，賽後由
林鄭月娥頒發獎盃予「四季旺」
的馬主。

近年馬季開鑼日丁財
年度 入場人次 投注額（億元） 投注額變幅

17/18 66,170 12.94 +6.6%

16/17 63,963 12.14 +5.8%

15/16 72,098 11.47 +0.7%

14/15 74,281 11.39 +10.3%

13/14 66,257 10.32 +11%

12/13 63,570 9.29 +1.86%

11/12 62,366 9.12 +16.8%

10/11 48,525 7.81 -6.2%

09/10 49,496 8.33 +3.6%

08/09 51,439 8.30 +0.6%

07/08 63,566 8.25 +12.6%

06/07 39,580 7.33 +7.2%

資料來源：香港賽馬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馬季由上季起增至88個賽
馬天，抖暑期亦因而縮短了，
相隔僅7周便戰火重燃，但不

少馬迷卻仍表示，已是「餓馬太久」。資深馬迷
陳先生每逢開鑼、煞科及一些大賽日均會入場，
昨日亦不例外。他表示，一直視賽馬季是其中一
個重要娛樂，每次也預500元「賭本」，歇暑期
間覺得「時間過得太慢」，更指數天前知道將有
颱風襲港，也很擔心賽事要延期。不過，他認為
現時的歇暑時間適中，「總不能全年無休的，馬
跟人一樣，夏天都會覺得熱。」
另一名馬迷陳先生表示，從前較多參與賽馬，近

年較少下注，上季也只在最後兩個賽馬天才入場，
連同昨日只是上季至今的第3次，「從前我愛賭連
贏，但由於有位置連贏後，下注連贏的彩池都少了，
派彩也因而減少，所以我現時改為下注獨贏。」他
續說，昨日有少許斬獲，算是中了個頭彩。
仇先生指出，他昨日只是第一次入馬場及第二

次下注賽馬，更說只會下注三T及四重彩等大彩
池試運氣，「我跟你說，次次入場次次下注的人
是賭耐性，我卻是賭運氣，一次有運便夠了！」

東莞客：場內氣氛不俗
從東莞來的葉先生表示，約數個月來一次馬

場，每次下注約3,000元，並認為歇暑時間適
中，也沒有「餓馬」的感覺，並指昨日場內氣氛
不俗。
台灣人杜先生則與3名友人一同來港3天，昨

日甫抵達香港便第一時間入馬場逗留約3小時。
杜先生表示，校內有同學曾展示過香港馬場的相
片，便引起他的興趣，終能於昨日第一次入馬場
「見識」。他表示，場內氣氛十分好，更直言賽
事十分刺激，「馬匹在面前跑過，未到過終點一
刻也不知哪匹取勝！」惟他指出，美中不足之處
是場內滿地彩票，比較骯髒，及不少人在抽煙。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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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陳先生、葉先生、杜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

■■大批市民冒雨入場大批市民冒雨入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市民肉緊心儀馬匹表現市民肉緊心儀馬匹表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市民敲開運銅鑼市民敲開運銅鑼。。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新馬季昨日在沙田馬場正式展開新馬季昨日在沙田馬場正式展開，，市市
民熱情捧場民熱情捧場。。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林鄭月娥頒發獎盃予「四季旺」的馬主。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新馬季昨日在沙田馬場正式新馬季昨日在沙田馬場正式
展開展開，，1212..9494億元投注額創開億元投注額創開
鑼日新高鑼日新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林鄭月娥主持開鑼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廈門出席金磚國家工
商論壇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習主席全面
回顧金磚國家互利合作的歷史，精闢歸納3條
啟示，總結金磚國家成為發展中國家良好合作
典範的寶貴經驗，對金磚合作行穩致遠意義重
大。展望未來，金磚國家更應以開放、包容、
合作、共贏的「金磚精神」，深化合作、勇擔
責任、發揮作用、拓展影響，推動「金磚+」合
作模式，讓更多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參
與到團結合作、互利共贏的國際新秩序中，為
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注入
更多正能量，共同開創金磚合作的第二個「金
色十年」。

金磚國家的誕生，是世界格局和力量對比演變
的必然結果。金磚國家的發展，預示着新興市場
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斷提
升。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都是影響
舉足輕重的發展中國家，人口、國土面積和自然
資源均在全球佔有重要份額，更是世界經濟增長
的主要動力。經過10年的發展，金磚國家的經
濟總量佔全球比重從12%上升到23%，對世界
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50%。如今，金磚國家已
經成為促進世界經濟增長、推動全球秩序變革、
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的關鍵力量。

金磚合作基礎扎實、架構牢固，習主席指
出，有3條啟示十分重要，應該在今後的合作
中發揚光大。這3條啟示是平等相待、求同存
異；務實創新、合作共贏；胸懷天下、立己達
人。金磚國家在國情、歷史、文化等各方面存
在明顯差異，合作中難免遇到分歧，但金磚國
家始終堅持務實合作的主線，不忘「對話而不

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合作初心，妥善化解
分歧，謀求互利共贏，在合作中凝聚更強大的
發展合力，創造更多更大的共享發展機遇，取
得舉世矚目的驕人成就。今年以來，金磚國家
共同制定《金磚國家創新合作行動計劃》，達
成《金磚國家服務貿易合作路線圖》、《金磚
國家投資便利化綱要》等重要成果，金磚合作
理念日益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推廣，成
為引領全球共贏發展的正能量。

當前，國際風雲複雜多變，世界經濟復甦並不
穩固，單邊主義傾向逆流而動，以美國為首的一
些國家出現了逆全球化思潮，金磚國家也面臨不
少發展中的挑戰和風險。如何克服逆全球化思潮
帶來的不良影響，消除其對世界和平穩定造成的
衝擊，金磚國家可以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甚至
成為推動全球化合作共贏的新契機。

此次金磚峰會，就是要進一步加強金磚國家
經濟合作，推動各領域合作機制化、實心化，
鞏固金磚合作機制的根基，提升合作的含金
量；加強金磚國家在國際和地區重大問題上的
溝通和協調，更積極扮演世界和平維護者、國
際安全秩序建設者的角色，增強金磚國家的國
際話語權；推動建立更加均衡普惠的全球治理
模式和規則，促進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發
揮金磚國家的優勢和影響力，匯聚各國力量，
聯手應對風險挑戰，特別是推動「金磚+」合作
模式，打造開放多元的發展夥伴網絡，讓更多
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參與金磚合作機
制，持續擴大金磚國家的國際影響力，為發展
中國家創造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機遇，共同打造
更多元化、更公平合理的世界新秩序。

天水圍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學生會主
席湯錦婷，在開學禮上將近期被判入獄的暴力違法
者形容為「政治犯」，更炫耀自己羞辱國旗的「往
績」，甚至揚言要爭取「港獨」。這一事態引起社
會嚴重關注。湯錦婷作為一名中六學生，公然美化
暴徒，侮辱國家，鼓吹「港獨」，情況令人不安，
更令人質疑，她的錯誤言行與教師向其灌輸錯誤觀
念密切相關。多年來，少數有強烈政治用心的教
師，一方面指責國民教育是「洗腦」，另一方面長
期以自己偏頗甚至違法的理念對學生進行「洗
腦」，導致學生顛倒是非，世界觀、法治觀、人生
觀畸形，直至走上激進暴力的不歸路。為還學校清
正之風，避免香港下一代受到荼毒，政府教育當
局、辦學機構、學校必須高度重視問題，對這些教
師作出嚴正處理，並且定下不容任何「違法洗腦」
的紅線。

作為一名未成年的學生，湯錦婷發出這種仇視國
家、鼓吹違法抗爭的言論，令人高度關注何以由
來。湯錦婷自己不諱言，這是幾名教師「教導」下
的「收穫」，並對他們表示「由衷感謝」。由此可
見，某些「有識之士」以自己的專業形象和職務便
利，用有強烈政治乃至違法傾向的政治理念，對涉
世不深甚至單純幼稚的青少年進行洗腦，已經從大
學蔓延至中學。這是足以令香港社會極度擔憂的現
象。青少年根本沒有足夠的分辨能力，很容易對一
些教師的「教導」全盤接收，誤入歧途，泥足深
陷。湯錦婷言行偏激，令人痛心，而社會更要看
到，向她灌輸錯誤理念的教師是罪魁禍首。

學校是培育青少年成為香港和國家未來棟樑的
地方，絕不應淪為仇視國家、仇視社會、煽動違
法暴力的販賣所；教師負有引導學生遵法守紀、

積極向上的責任，絕不能向學生灌輸反中亂港、
離經叛道的歪理邪說。《教育條例》有明確規
定，教育局「可就任何學校傳播政治性資料或表
達政治性意見方面，向該校的管理當局給予書面
指示或其他指引，以確保該等資料或意見並無偏
頗。」《香港教育專業守則》也要求教師「應尊
重法律及社會接受的行為準則」及「應以身作則
履行公民的義務」。教師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培
養民主精神的前提，首要和核心是要培養學生遵
紀守法。可見，教育當局有不可迴避的職責，也
有充分的權力，對涉及荼毒學生的教師作出勸
喻、懲戒乃至停止教職；同時，應該為中學校園
討論政治議題設定清晰的指引，劃定不可逾越的紅
線。

湯錦婷事件再一次反映，對青年學生進行「違法
洗腦」的可怕。反對派及少數已被反對派「洗腦」
的教師，一方面抹黑正常的國民教育為政治「洗
腦」，打着保護學生的旗號，頑固抵制國民教育；
另一方面則趁虛而入，利用本港青年學生對中國國
情、歷史和文化知之甚少的弱點，利用青少年的單
純幼稚，對青年人灌輸極其錯誤的政治觀念，誘使
他們走上錯誤乃至違法的道路。

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視察香港時就指出，要「加
強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宣傳教育」、「加強對青
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這對於培養青少年的正確
社會擔當，幫助他們的健康成長至關重要。要讓反
對派的「洗腦」失去市場和效力，最重要的就是盡
快開展國民教育，加強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教
育，讓學生正確認識國家發展的歷史，樹立正確的
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 讓尊重基本法和法治理
念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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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揚光大「三啟示」再創金磚合作「金色十年」絕不能容許教師以違法思想給學生洗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