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蘭倒數熱鬧 愈夜愈精彩

工展迫爆 展商笑爆
市民掃貨迎新年 豪花3000元掃鮑魚花膠

2017年的最後一天適逢周日公眾假期，不少

市民均一家大細或三五知己相約逛街、購物。

昨日工展會內人頭湧湧，不少市民均把握機會

掃貨迎接新年，其中熟食攤檔部分更是擠得水

洩不通。不論熟食抑或乾貨檔均普遍指出，今

年天氣好、人流多，市民出手亦較前闊綽，銷

情普遍有雙位數字升幅。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岑志剛、顏晉傑

工展會
時間：上午11時至晚上10時 地點：銅鑼灣維園
入場費：10元 活動：壓軸貨品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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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時分，工展會內已人頭湧湧，不
少市民趁假日到場逛逛或掃貨，部分攤

檔更大排長龍。

「很願花錢」 海味生意增20%
安記海味董事總經理潘權輝表示，粗略估
計今年生意增長20%，顧客主要購買鮑魚、
花膠、冬菇及臘味等，平均消費約800元至
1,500元，「今年客人消費多了，好多都不用
我們推介，很願花錢。」
潘權輝續說，今年工展會坐享天時，展期
內天氣較好，加上港人傳統上喜好大時大節消
費，本地客增長不少，猶勝於內地客。他又提
到，有內地客使用流動支付服務付款，雖然只
佔總生意額約3%，但認為這是大勢所趨，
「一定要做。」

「綠寶」橙汁熱賣 下午斷貨
售賣零食的EDO今年的生意亦有增長，有

店員指今年工展會的人流較去年增加約
20%，而他們的生意額更增長30%，當中以
「綠寶」橙汁最好賣，每日準備了200支出
售，下午已售罄。
近日天氣雖然不算寒冷，但有在工展會內
售賣羽絨的商戶指出，今年的生意仍然十分理
想。繆氏成功製衣廠市場銷售部經理梁偉亮
說：「工展會內的羽絨售價較門市便宜約
10%，很多市民都是來買羽絨去旅行，來到就

跟我們說要去看北極光，或者去北海道。」
梁偉亮估計，今年聖誕與農曆新年相隔較
長時間，令更多市民出外旅遊，所以他們的生
意亦有所增加。他表示，今年的生意額較去年
增加約20%，每日最少能售出20套羽絨，不
少顧客甫試完，只要尺寸合適便購買，部分尺
寸更已斷碼。

顧客不問價 消費力不俗
場內熟食檔人流更旺。蛋撻王採購及物流
部高級經理李復強表示，受惠於較佳的天氣，
今年公司熟食攤位人流與生意俱增約10%，
「今年展期都幾好天，無乜點落雨」。他指
出，今年港人消費力普遍不俗，以海產類食品
為例，顧客都不會問價便消費。

逾千元買湯包健康沖劑
廖小姐一家三口從粉嶺家中老遠來到維園

逛工展會，並花了逾千元主要購買湯包及健康
沖劑，「我沒有格價，但20元一包（湯包）
這麼便宜又方便，當然要入貨了。」
她表示，之前買下的海味還未吃完，故昨
日不用補貨，又表明只會買平貨，「我去年才
首次來工展會，感覺還不錯，貨品也較集中，
明年也應該會再來。」
此外，霍先生亦與太太到場花近3,000元，
大手購入海味及一些日用品，當中包括不少鮑
魚及花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在著名的慶
祝熱點蘭桂坊，晚上8時已有大批市民和旅
客到來感受節日氣氛，不少人戴上
「2018」字樣形狀的眼鏡和燈光閃爍的頭
飾，手持自拍棍與智能手機即場打卡，擠
得路中心水洩不通；兩旁酒吧坐無虛席，
碰杯聲不絕於耳，相當熱鬧。畢打街、德
己立街一帶架設大量鐵馬，愈夜愈多警員
到場維持秩序。
來自英國的Faye Cable在香港工作6年，

昨夜特地與7名朋友到蘭桂坊慶祝新年。她
表示，小時候曾在香港居住13年，其後又
回到英國居住，但氣氛比不上香港，「我
在英國的住處是小鎮，只有兩間酒吧，午
夜1時便收店，但這裡的節日氣氛很好很濃
厚，街上非常熱鬧。」

她指，自己明年將會結婚，新年願望是
希望婚禮一切順利，有一段美滿婚姻。

新年願望：做百萬富翁
首次在香港跨年的日本旅客平岡惠美利

表示，東京的澀谷雖然也會有倒數活動，
但大部分人都會選擇留在家中與親人一同
迎接新的一年。
她並指，日本很少地方像蘭桂坊一樣有

大批酒吧集中在同一區域，認為在香港跨
年的節日氣氛很好，新年願望是希望新一
年可以成為百萬富翁。
孔小姐昨日晚上是連續第二年相約朋友

到蘭桂坊，她指蘭桂坊有很多不同國籍的
人一同慶祝，認為現場氣氛十分熱鬧，適
合與朋友一同放鬆心情歡度節日。她希望

新的一年，除了身體健康外，亦可以有人
工加。
除蘭桂坊外，孔小姐亦指出香港其他地

區的倒數活動亦很有特色，她表示計劃在
臨近午夜時轉到中環海濱觀看煙花，至倒
數結束後，再回到蘭桂坊與朋友暢飲至清
晨。
蘭桂坊內多間食肆和酒吧昨日晚上一早

已經坐滿顧客，經營酒吧的梁小姐笑稱，
「附近很迫人，如果不用上班，我一定不
會來這區，免得與人迫。」
她又表示，每年除夕夜的生意都是愈夜

愈好，據過往經驗，不少客人在晚上10時
後會霸位等倒數，稱今年可能要到清晨5時
才能下班，預計生意額可較平安夜增加一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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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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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摩天輪
時間：上午11時至晚上11時 地點：中環海濱活動空間
入場費：20元 活動：高空眺望香港景色

「好運1月1」賽馬日
時間：上午10時30分開放入場 地點：沙田馬場
入場費：10元 活動：入場者可獲贈好

運匙扣

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通過高鐵「一地兩檢」安
排，本港大律師公會隨後發聲明提出質疑。特首林
鄭月娥昨日批評，「部分法律界人士」有精英心
態、雙重標準，不利「一國兩制」下保持高度自
治。人大常委會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常設機
構，對「一地兩檢」合作安排的決定，具有不容挑
戰的最高法律效力。本港少數法律界人士應改變唯
我獨尊的狹隘觀念，尊重國家憲制秩序，理性務實
看待「一地兩檢」本地立法，而貶低人大決定，以
根本不成立的法律問題製造政治爭論，只會令「一
地兩檢」此一便民利商、促進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的安排平添障礙。

大律師公會的聲明，對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諸多質
疑，甚至認為決定未能為本地立法提供明確的法理
基礎。這顯然是對憲法和基本法的錯誤理解。根據
憲法第五十七條、第五十八條、第六十七條以及基
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等條文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
會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常設機關，擁有對法律
的解釋權以及法律實施的監督權，全國人大常委會
依照法律程序所作出的決定，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不僅適用於內地，也適用於香港。全國人大常委會
確認「一地兩檢」合作安排符合憲法和基本法，並
經過嚴謹的法律程序，為「一地兩檢」本地立法提
供不可動搖的法律基礎。

其實，「一地兩檢」的三步走程序，充分體現
「一國兩制」方針和法治精神。在討論「一地兩
檢」安排的過程中，經過詳細的斟酌，特區政府與
內地經過多輪商討，有關建議提交人大法律委員會
研究，以及與國務院磋商，全國人大常委會亦詢問
過基本法委員會意見；另外，在第三步的本地立法
程序中，立法會議員及社會各界均有機會討論相關

議題，並最終由立法會議員決定本地立法，從而落
實「一地兩檢」。「一地兩檢」安排不僅具備充分
的法律基礎，且符合「一國兩制」原則。指決定是
「行政決定」，甚至是「人治」或落實基本法的倒
退，完全不符合事實。

「一地兩檢」安排中，在高鐵西九龍站設立
「內地口岸區」成為質疑的主要對象，認為有關
安排違反基本法第十八條。從法律角度來看，
「一地兩檢」只是在高鐵西九龍站的「內地口岸
區」實施內地法律，適用對象主要是「內地口岸
區」的高鐵乘客，安排並不是把全國性法律延伸
適用至整個香港、針對全體港人。「一地兩檢」
安排不適用基本法第十八條，也不存在違反基本
法第十八條的問題。大律師公會指稱，因為「一
地兩檢」的實施，日後中央或特區政府可指定香
港境內某個地區（如高等法院大樓）都可實施內
地法律。這樣的類比不是刻意誤導，就是缺乏法
律思維的肆意發洩。

「一地兩檢」是新鮮事物，基本法起草之時，
難以預見到這樣的事情，不可能巨細無遺地制定具
體條文為「一地兩檢」提供法律依據。但是，社會
發展日新月異，法律也要與時俱進，不可能因為法
律條文沒有寫的事情就不能做，不能單純地用普通
法的觀點來看待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甚至否定其權
威性和法律效力。

回歸之後，憲法和基本法構成了香港的憲制基
礎，全國人大常委會為「一地兩檢」合作安排作出
合憲合法的決定，為落實「一地兩檢」掃清了法律
障礙，香港法律界應全面、客觀、理性地看待「一
地兩檢」， 以免作出與憲制基礎、憲制秩序不相
符的錯誤判斷，徒惹爭議。

法律界勿唯我獨尊 尊重決定玉成好事
維港兩岸燈火璀璨，獅子山下喜氣洋溢。伴

隨響徹香江的倒數聲，我們跨入了2018年！
這是一個以新時代為標誌的年份，更是一個機
遇和希望同在、挑戰與困難並存的年份。所有
的願望，需要我們香港人以開放的心態、開拓
的勇氣去擁抱。

歲月如梭，時光飛逝。回首2017年，神州大
地日新月異，經濟發展穩中有進，供給側改革
成效顯著；民生改善大步前行，過千萬人擺脫
貧困；外國領導人紛至沓來，共商全球合作，
中國智慧引領世界；國產航母下水、光量子電
腦等重大科研成就頻頻亮相，科技創新定義未
來。尤其是中共十九大成功舉行，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凝聚起當代華夏子
孫的力量，更是標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
程，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

過去一年，香港在政治發展、經濟建設、民
生改善等方面，都呈現嶄新局面。國家主席習
近平七月視察香港，為香港未來發展指明方
向；林鄭月娥出任新一任行政長官，帶領新一
屆特區政府勵精圖治、大膽創新，在土地房
屋、創科發展等領域，提出了許多新思路和新
做法；借力於全球經濟復甦和內地的穩健增
長，香港無論是金融、地產、進出口、零售和
旅遊等主要行業都保持暢旺，重入佳境，整體
經濟增長有望達到3.5%；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
在西九龍高鐵站實行「一地兩檢」，為下一步
香港本地立法提供堅實法理基礎，為高鐵香港
段在2018年第三季度如期通車鋪平道路；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啟動，為香港的長遠發展拓展了
廣闊空間及增添強大動力；多個在立法會宣誓

儀式上搞事的反對派人士，被法庭裁定喪失議
員資格，遏制反對派過往任意搞事的囂張氣
焰；立法會通過議事規則的修改，讓立法會回
復正常的議事功能，使反對派再也不能濫用拉
布手段來阻撓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這一年的
種種事實都顯示，香港特別行政區經過20年來
的風雨考驗，已經漸趨成熟，「一國兩制」的
偉大實踐，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
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必然要求。展望2018年，既是全面貫徹
落實中共十九大提出的建設藍圖，邁入新時代
的開局之年，也是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國家
這艘巨輪將繼續破浪前行的新旅程之年。對於
香港而言，新的一年既充滿機遇，又挑戰重
重。一方面，歐美經濟走勢飄忽不定，加上美
國大幅減稅和持續加息，令外圍環境充滿不確
定因素；另方面，香港股市和樓市均居高位，尤
其樓價與市民收入嚴重背離，而土地供應難以配
合，不僅令市民居住困難問題日趨嚴重，而且使
營商成本繼續上升。如何抓住國家「一帶一
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機遇，進一步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為
廣大市民安居樂業提供良好環境，對於特區政
府乃至社會各界而言，都是嚴峻的挑戰。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知難而進，正是
獅子山下精神之精髓。廣大港人只要放開胸
懷，團結一心，奮力前行，把握新機遇，擁抱
新時代，開創新局面，就一定能夠克服困難，
收穫成功，以今天的奮鬥來成就明天的更大輝
煌。

擁抱新時代 再創新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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