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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挑動兩地矛盾 廣大港人絕不認同

不負期望融國家大局 腳踏實地成就新輝煌

WEN WEI EDITORIAL

社評

國家隆重紀念改革開放 40 周年活動漸入高潮，特
首林鄭月娥率領超過 160 人代表團先訪深圳、後赴北
京，參加大型座談會，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天會見港澳
代表團。這是國家對香港在改革開放中獨特貢獻的高
度肯定。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也在貢獻國家中成就了自己的輝煌。如今，
改革再出發、開放進一步擴大，國家對香港充滿期
待、寄予厚望。香港要腳踏實地，集合各方力量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在以高端服務業幫助國家擴大內需，
以共建大灣區國際創科中心協助國家高質量發展大
局，以推動國際自由貿易發展助力國家「一帶一路」
建設等方面，繼續貢獻國家、成就香港。
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昨在「攜手並進四十載 融
入大局譜新篇——香港澳門參與國家改革開放 40 周
年座談會」上讚揚港澳在國家改革開放中扮演了獨特
而重要的角色，指港澳是內地參與國際貿易的重要夥
伴，「走出去」的重要橋樑，重要外商投資來源地和
重要海外融資渠道，為內地對外開放提供了示範，促
進了內地社會發展和民生福祉改善。這是對香港在國
家改革開放中作出的貢獻的高度肯定。特首林鄭月娥
昨在座談會上的致辭說出了香港的心聲：在 40 年國
家改革開放中，香港是受惠者，也是貢獻者，國家的
改革開放成就了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商務中心、
航運中心。
這既是對香港成就今日輝煌原因的深刻總結，也是
對香港角色和未來發展途徑的清醒認識和把握。香港
要成就更美好的未來，一定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貢
獻國家發展大局。具體而言，香港至少可以在三個大
的方向發揮自己的獨特優勢：

2018年11月12日（星期一）

港珠澳大橋周末人流續有增長，但政府加
強巴士服務和主動分流的措施見效，東涌社
區秩序有明顯改善。對於大橋開通初期產生
的一些問題，本港大部分市民一方面予以理
解，另一方面希望政府盡快改善，唯獨極少
數人藉機搞什麼「光復東涌」行動，惡意對
待內地遊客、挑撥兩地矛盾，這種做法不僅
無助解決問題，且嚴重影響本港「好客之
都」形象，破壞兩地經濟民生往來，廣大市
民對此絕不認同，相信警方會加強執法，嚴
防一小撮人滋擾遊客。
剛剛過去的周日，來往港珠澳大橋的人流
比上周續有 1 成左右的增長，但秩序卻大為改
善。政府推出多項新措施，包括開通內地旅
行團預約團體票和來回票服務，縮短旅遊巴
到口岸接載旅行團的預先通知時限，以及增
加東涌 B6 線巴士數量、優化排隊上車安排，
主動宣傳讓遊客分流去市區等等。相關措施
的效果立竿見影，東涌 B6 線巴士站的逼爆情
況獲得有效改善。事實上，大橋開通只是短
短幾星期，類似跨境大型基建在開通初期出
現疏導效率不高、配套不足的情況不難理
解，社會主流民意亦表現冷靜、包容，給予
有關部門和機構時間和空間作出有效反應。
但值得警惕的是，極少數人借大橋開通初
期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大肆炒作遊客對東涌
造成的負面影響，繼而組織所謂「光復」行
動，對遊客惡言相向、侮辱同胞，將社區議
題政治化。繼前日的「新民主同盟」到東涌

一是融入國家發展內需、擴大商品和服務進口的
大局，發揮香港金融、法律和專業服務等方面的優
勢，成為國家引進國際優質高端服務業的樞紐。尤
其是國家將進一步加大對教育、醫療領域的開放，
國家發改委將落實 CEPA 框架下對港澳開放的措施，
推動對港澳在金融、教育、物流等領域實施特別開
放措施，研究進一步取消或放寬對港澳投資者的資
質要求、持股比例、行業准入的限制，提升投資便
利化水平。港澳要善用國家服務貿易開放中的領先
優勢，發揮在高端服務業，尤其是高質量教育、醫
療上等方面的優勢。
二是融入國家推進高質量發展大局，與粵澳攜手
建設好大灣區國際創科中心。國家發改委表示，將
更大力度支持港澳主動地對接國家發展規劃，目前
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已呈報審議。
香港要積極吸引、對接全球創新資源，用好資金、
人才、法治等方面的優勢，聯手廣東深圳澳門加快
建設灣區科技創新走廊，令大灣區成為全球經濟重
要引擎。
三是要融入國家推行全球自由貿易及「向海圖強」
大局，呼應助力國家在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及多個雙邊自由貿易投資協定談判上的推
進，發揮香港自由港開放平台示範作用，服務國家
「一帶一路」建設。目前上海、深圳等在積極推進自
由港建設探索同時，亦加快「海洋城市」發展，這提
醒香港要更積極地呼應國家「向海圖強」戰略，香港
的港口集裝箱進出口量排位雖有下降，但集中力量發
展具全球競爭力的航海服務業，仍可煥發國際航運中
心新生機。

阻攔內地遊客後，昨日又有所謂「東涌人」
的組織有樣學樣。這些行動雖然參與者寥
寥，但沿途挑釁遊客，並吸引大批記者拍攝
「做秀」，反而大大影響了社區安寧和增大
警方壓力。
還記得六年前，香港也是有極少數人發動
所謂「光復上水站」行動，將內地遊客標籤
為「蝗蟲」，借打擊水貨客驅趕內地遊客。
隨後幾年又發生過「光復元朗」、「光復屯
門」等行動。這種做法挑起香港與內地民眾
的對立情緒，惡意挑動兩地矛盾，而且訴諸
暴力，對整體社會禍害深遠。一方面，連串
「光復」行動嚴重影響內地旅客訪港意願，
旅遊業、酒店業和零售業生計受損；另一方
面，當年「光復」行動所散播的仇視內地情
緒，與後來發生的違法「佔中」、旺角暴動
等一連串「煽獨」惡行有密不可分關係，嚴
重毒化香港社會氣氛。
必須看到，本港絕大部分市民對內地遊客
抱持善意，樂見香港不斷完善與大灣區的基
建接駁，進而拓展港人新的工作和生活空
間。極少數人策動的所謂「光復」行動，不
能代表大多數香港人，卻如一粒老鼠屎壞了
一鍋粥，令香港「好客之都」的形象插水，
破壞港人和內地居民之間的善意。這些人以
「維護社區秩序」之名，向社會灌輸惡劣的
政治傾向。對此，相信廣大市民會擦亮雙
眼，直斥其非；警方更會投入更多警力，以
防有人興風作浪、為非作惡。

訪故宮賞瑰寶 感受國粹魅力
單霽翔介紹發展現狀 感謝香港各界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香港、澳門各界慶祝

單霽翔向訪問團成員介紹了故宮
的發展現狀。
的發展現狀
。講座內容涵蓋故
宮文物數量、
宮文物數量
、分流遊客
分流遊客、
、擴大開放

國家改革開放 40 周年訪問團團 區域
區域、
、引入國際文物展覽
引入國際文物展覽、
、提升文
創產品價值、
、文化傳承教育等
文化傳承教育等。
。同
員昨日到訪故宮。在故宮參訪期 創產品價值
時，他還講述了與香港合作建設香

間，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為團 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相關內容，
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相關內容，並
員們帶來了一場精彩講座。隨 對香港各界給予故宮的支持表示感
後，訪問團還參觀了故宮文物醫
院、傢具館和太和殿。全國人大
常委會委員譚耀宗表示，通過參
觀感受了故宮的「新」，更深刻
體會到中華文化的魅力。在香港
故宮文化博物館建成後，希望有
更多的故宮文物赴港展出，使香

謝。

讚文物「醫院
醫院」
」修復技術高
隨後，團員們參觀了內地面積最
隨後，
大、功能門類最完備的文物修復保
護機構—
護機構
——故宮文物醫院
故宮文物醫院，
，近距離
觀看文物修復技藝，
觀看文物修復技藝
，了解世界上最
先進的文物診療設備如何為文物
「看病
看病」。
」。在文物醫院
在文物醫院，
，故宮還展
示了 30 米長的
米長的《
《絲路山水地圖
絲路山水地圖》。
》。

該圖是由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
茂出資 1.33 億元人民幣
億元人民幣、
、從私人藏
家處收購並捐贈給故宮博物院的。
家處收購並捐贈給故宮博物院的
。
訪問團還獲安排前往位於紫禁城
西南角的南大庫傢具館，
西南角的南大庫傢具館
，近距離觀
賞康雍乾三朝傢具珍品。
賞康雍乾三朝傢具珍品
。
最後，
最後
，全體團員在故宮太和殿前
合影並參觀。
合影並參觀
。

譚耀宗：管理水平大提升
譚耀宗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以前他也曾到過故宮
表示，
以前他也曾到過故宮，
，但今
次參觀的幾個點都是從未去過的。
次參觀的幾個點都是從未去過的
。
「我的總體感受是
我的總體感受是，
，故宮的管理水
平有了很大提升。」
平有了很大提升
。」他說
他說，
，通過參
觀文物醫院，
觀文物醫院
，發現加強文物修復的
科研實力、
科研實力
、加大人才培養等
加大人才培養等，
，都利
於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於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

港同胞不用來北京就能看到更多

■林鄭月娥率領香港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參觀北京故宮博物院。
關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關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單霽
翔表示，這個博物館將長期
翔表示，
這個博物館將長期、
、全面
和深入地展示故宮博物院的珍藏。
和深入地展示故宮博物院的珍藏
。
對此，
對此
，譚耀宗表示
譚耀宗表示，
，香港同胞可以

國寶珍品。

更近、
更近
、更直接地欣賞國寶
更直接地欣賞國寶，
，同時能
更直接地了解國家歷史和文化。
更直接地了解國家歷史和文化。

譚惠珠讚藏品多行程豐富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亦表
示 ， 故宮主辦方讓他們主要參觀 4
個部分，
個部分
，首先由館長介紹藏品
首先由館長介紹藏品。
。她
大讚藏品比她想像中的還要多幾

倍，甚至多達五六十萬件
甚至多達五六十萬件，
，讓人了
解中國歷史文化的博大精深 。 此
解中國歷史文化的博大精深。
外，主辦方帶他們去參觀相關修繕
古文物的工作坊，
古文物的工作坊
， 其中壁畫
其中壁畫、
、陶
器、西方當時送來中國的製品等更
是十分精緻。
是十分精緻
。第三則是修繕傢具的
地方，
地方
，第四則是太和殿
第四則是太和殿，
，認為行程
豐富。
豐富
。

■香港
香港、
、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
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
40周年訪問團團員參訪故宮
周年訪問團團員參訪故宮。
。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盛讚改革開放 把握香港定位
全 國 人
大原常委范
徐麗泰：
過去40年，
香港是改革
開放的參與
者，也是受
惠者和貢獻 ■范徐麗泰
者。香港參
葛沖 攝
與改革開放
其實也給香港帶來非常大的影
響，幫助香港成為一個國際性的
城市，未來我們必須要在這個基
礎上再為國家作貢獻，跟同胞們
同心合力，攜手同進。
作為住在香港的中國人，亦有
責任和擔當參與其中，為我們國
家的改革開放再盡一份力。

全國政
協常委譚
錦球：
香港既是
改革開放
的 貢 獻
者，亦是
受 惠 者 。 ■譚錦球
朱朗文 攝
改革開放
40 年 來 ，
內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港人應該繼續發揮自身所長，
結合國家發展所需，例如在金
融、專業服務方面，為粵港澳
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建設作
出貢獻，同時兩地要在創科方
面加強合作，為舊的工業注入
新的科技。

香港科
技園董事
車品覺：
未來科技
對於大灣
區建設和
國家改革
開放至關 ■車品覺
重要。經
葛沖 攝
過改革開
放40年發展，現在已進入一個
科技時代，在現在這個最重要
的時刻，科技已經變成一個非
常重要的里程碑。
科技是長江後浪推前浪，未
來越多的年輕人參與到科技中
越好，大灣區建設乃至未來十
年的改革開放科技都很關鍵。

港大深圳醫
院院長盧寵
茂：
內地改革開放
進入新階段，
醫療、教育等
領域需加快發
展，香港在這 ■盧寵茂
些領域有優
海巖 攝
勢。香港醫療
特點是高水平、標準化兼具公益
性，公平專業、有質量，但效率
低；內地醫療重數量、效率高及
市場化。港大深圳醫院正是探索
融合兩種優勢，在港式專業與內
地效率之間找到平衡，探索更佳
醫療模式，推動內地醫療改革。

中科院院
士、港大教
授支志明：
改革開放 40
年來，國家
發生很多改
變，香港發
生很大變
■支志明
化，中央對
馬靜 攝
香港給予很
多鼓勵和幫助。在發展科技創新
方面，香港可以做一個超級聯繫
人，為國家吸引更多頂級的國家
科技人才。國家的科學已經發展
到一定水平，希望更上一層樓。
未來深化改革開放，發展科學不
一定只需要院士，也需要年輕的
一代。

中科院院
士、科技大
學講座教授
唐本忠：
國家科學技
術近年來的
蓬勃發展提
振了香港科 ■唐本忠
研信心和水
本人提供
平，從科研
經費過境問題的解決到中科院
在港設立機構，香港科技氛圍
受國家影響愈加濃厚。
香港前幾年錯失了很多很好
的機會，應該抓緊大灣區的機
遇。希望兩地科研借助大灣區
繼續加深合作。

港區全
國人大代
表 林 順
潮：
國家改革
開放 40 年
以來，變
化 翻 天 覆 ■林順潮
朱朗文 攝
地，尤其
是以前很
多技術都要「寄人籬下」，現
在很多都是自主創新，憶起很
多歷史畫面，真的很感觸、激
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海巖、馬靜、
周琳、朱朗文 北京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