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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距離」見林鄭
遊客開心讚親民

萬人遊禮賓府 特首與民同樂
兩度現身陪小童賞木偶劇 家長讚有意義為子女講歷史

禮賓府於昨日上午10時至下午5時向公眾開放，
免費入場，遊人除可於禮賓府的花園和小庭園

觀賞悉心栽種的花卉樹木，也可參觀行政長官舉行
官式活動和接待賓客的地方。上午10時開放前，已
有多名市民在門外排隊輪候，加上昨日天公作美，
禮賓府內全日均車水馬龍，部分時段並需採取潮水
式管制措施以控制人流。

設警察樂隊學生樂團演奏
現場內亦設有香港警察樂隊和學生樂團演奏及木偶
表演，遊覽路線沿途亦設有二維條碼及展板，介紹禮
賓府的歷史、建築特色和珍貴時刻，府內兩個指定地
點亦設置了拍照道具，讓參觀人士拍照，他們亦可在
遊覽路線的指定地點蓋印，以作留念。禮賓府內有多
種不同的植物，沿途均成為遊人「打卡」之處，但由
於剛過去的冬天氣溫偏高，過去每年3月於禮賓府花
園盛開的杜鵑花已提早盛開。
林鄭月娥昨日兩度現身，與遊人一同欣賞中學生中
樂演出，之後到附近攤位參觀及聆聽導賞員介紹禮賓
府建築歷史及特色。她於下午4時許又再度現身，與
一班小朋友一同觀看木偶表演，其後又到一個位「企
定定」讓市民輪候拍照。
羅先生一家四口昨日一同首次前往參觀禮賓府，當中

包括兩名分別只有7歲及4歲的孩子，輪候了約40分鐘
才成功進場。羅先生認為禮賓府很美，之前也從來沒想
過原來這麼大且種有那麼多很美的花兒，「我之前還以
為只有辦公的地方，又無想過在香港這個中心地方(禮賓
府位處中環)竟然可以有一個這麼寧靜的地方！」
他表示，其他國家的市政府及大型建築也有開放
日，認為禮賓府值得繼續舉辦開放日，他今次帶同孩
子到來，主要是希望讓他們多了解政府相關地方及其
歷史，「很多東西連我自己都不清楚，就當是與他們
一同上課吧！」

首到訪市民讚親子課好地方
同樣帶同女兒齊齊首次到訪禮賓府的邱先生指出，
禮賓府是一個有歷史與背景的地方，十分值得參觀，
並指禮賓府比想像中大，亦十分美麗。他認為禮賓府
開放日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亦是與女兒上一課親
子教育的好地方。
林鄭月娥於其facebook上發帖指出，昨日天公作
美，禮賓府開放日迎來逾一萬名市民，不少均屬一家
大細，賞花、影相、聽音樂、睇木偶劇。她說：「唔
講大家唔知，我哋動員咗三百多位同事、民安隊隊
員、童軍、青年大使等，確保活動順利進行，我對他
們嘅努力，致以衷心感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禮賓

府昨日舉行開放日，吸引逾萬名市民及遊

客入內參觀及拍照留念，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亦兩度現身與市民接觸，及與小朋友一

同欣賞木偶劇；不少市民更排隊與林鄭月

娥握手及拍照留念。有不少家長帶同子女

到場參觀，他們均認為禮賓府比想像中更

美，並指活動十分有意義，適合親子同遊

順道向他們講解歷史。

禮賓府開放日期
間，禮賓府內除了
大批維持秩序的警
員、工作人員及表
演者外，亦有一班

身穿紅衣的導賞員，他們基本上
站在某指定地區，透過展板與平
板電腦耐心地向遊人講解禮賓府
的歷史與看點，堪稱無名英雄。
原來他們都是來自古物古蹟辦事
處組織的義工，每逢禮賓府開放
日都會「坐鎮」府中，有擔任導賞員十多年的人表示，
深深感受到遊人由從前只是看花、影相後便離去到現時
會關注建築物本身的特色及其歷史背景，證明當初引入
導賞員是成功。

「定點」介紹歷史重點
導賞員簡先生表示，他們昨日共有15至20人，並分成

5組以「定點」方式向遊人介紹禮賓府的歷史與重點。
義工當中，有不少仍是學生，如遇有講外語的遊人，

他們的作用便更大。簡先生解釋，自曾蔭權擔任行政長
官年代開始，古蹟辦便組織義工於禮賓府開放日擔任導
賞員，他自己也是首批導賞員之一。
至今十多年以來，他指禮賓府變化不大，「換主人

（行政長官）時有少許改動很正常，但從來都無大
變」，令他感到最大不同的是從前遊人進來，對禮賓府
認識不多，「行個圈、睇下花，影完相」便走，如今會
關注建築物本身的特色及其歷史背景，又例如向他們講
講當年港督府(禮賓府前身)的故事，令遊人更深刻。
他續說，從前曾研究過是否可派導賞員帶着小隊一起遊

覽禮賓府，但基於安全問題決定依舊以「定點」方式介
紹，「雖然不會帶他們行，但會告訴他們往前走的路線會
看到什麼、有什麼重點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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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先後於上下
午兩度現身禮賓
府，與市民近距
離接觸。她每次
現身時，均惹得
場內一陣哄動，
不少市民在人潮
中極力「攝位」
而上，為的只是
能近距離一睹行
政長官的風采。林鄭月娥亦表現親民，不時面
帶笑容向遊人揮手打招呼；她眼見人多擠迫，
甚至有人站上高位時均着對方小心。有成功與
林鄭月娥握手及拍照的市民更說：「好榮幸、
好開心！」

與林鄭握手 誇活動貼地
林鄭月娥約於下午4時再度現身禮賓府後，
先與一班小朋友觀看木偶劇及向多名義工頒發
獎狀，其後則移至另一個空間較大的地方「企

定定」讓市民與她握手及拍照留念，全程均被
記者及欲「零距離」接觸林鄭月娥的市民團團
圍着。
市民黃太太於下午約4時成功與林鄭月娥

握手及合照後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覺得
十分榮幸及開心，「不是經常有機會見到她
嘛！」首次到訪禮賓府的她並認為，該處環
境十分好，同時大讚開放活動「親民與貼
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左圖：羅先生一家；右圖：邱先生與女兒。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

■遊客興奮「打卡」。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導賞員簡先生
香港文匯報

記者聶曉輝 攝

■林鄭月娥與遊覽禮賓府的小朋友合影留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禮賓府昨日舉行開放日，吸引逾萬名市民
及遊客入內參觀及拍照留念。 中新社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聯同反對派議員莫乃光、
郭榮鏘，明日將「應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邀請」，
在美國國會本月底發表有關《香港政策法》的報告
前，赴美「反映」DQ參選人及修訂《逃犯條例》
等事宜，有關唱衰香港的行為引起本港社會各界的
極大憤慨。美國為制衡中國，發動對華貿易戰、無
理打壓中國企業、拉攏盟友聯合遏制中國發展，美
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此際邀請本港反對派赴美，明顯
是將香港作為制衡中國的一枚棋子，陳方安生及兩
名反對派議員主動配合美國遏華戰略，不僅愧對香
港，更是赤裸裸的賣港行為，令港人寒心、不齒。

近期美國制衡中國的舉動不斷、花樣翻新，如美
國駐港總領事唐偉康日前接連公開評論香港事務，
聲稱中國中央政府近年對香港特區政府「施加壓
力」，「衝擊」香港政治生態和營商環境等。美國
國會此前根據香港反對派政客抹黑「一國兩制」的
言論，在中美貿易談判進入關鍵階段，恐嚇要修改
《香港政策法》，以香港作為談判的籌碼。在美國
即將提交《香港政策法》報告之際，由美國總統出
任主席、負責美國國家安全及外交事務的最高機構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不尋常地邀請前政務司
司長陳方安生、反對派議員郭榮鏗、莫乃光出訪美
國10天，會晤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同時亦會與眾
議院議長佩洛西、國務院官員等會面，明顯是美國
要把香港作為棋子，來針對、牽制、制衡中國。

事實上，英美等一直意圖把香港當作制衡中國的
棋子，而本港反對派對其「主子」的意圖心領神
會，一直在暗中配合、呼應。「維基解密」2011年
公開的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的機密電文披露，陳方安
生和「禍港四人幫」的其餘3人，包括黎智英、李
柱銘、陳日君，不時向美國駐港領事「匯報」最新
的政治情況，並聽取「指示」。由陳方安生等人於
2013 年 4 月成立、黎智英有份資助的組織「香港

2020」，與外部勢力有着相當密切的關係。今年2
月，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和公民黨就共同要求英
國議會設立「監察侵犯香港自由及自主情況」的委
員會，專責「監察香港事務」。最近「香港2020」
頭目陳方安生呼應美國駐港總領事唐偉康恐嚇港
人，稱倘美國取消「美國─香港政策法」，「將香
港視為大陸省市一部分時，將令美方撤銷現時對港
的多項特惠待遇」，顯示陳方安生一向居心不良、
出賣香港利益。

此外，反對派近年積極呼應海外反華勢力，不斷
到海外告洋狀，為反華勢力提供反中亂港的彈藥。
2017年5月，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眾志」秘
書長黃之鋒到美國國會就香港落實「一國兩制」的
情況「作證」；2018年6月，黃之鋒到美國國務院
發表所謂「美國─香港政策法」報告；2018 年 8
月，「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在香港外國記者
會（FCC）午餐會演講等，不斷向外部勢力提供反
中禍港「彈藥」。

國家早在2014年發佈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就指出，要始終警惕外部
勢力利用香港干預中國內政的圖謀，防範和遏制極
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干擾破壞「一國兩制」在香港
的實施。反對派屢次借DQ參選人、修訂《逃犯條
例》等事件大做文章，就香港問題為美國主子針對
中國獻計獻策，明顯是主動配合、呼應美國來制衡
中國。更令人不齒的是，反對派這樣做，等於將香
港當成了美國制衡中國的棋子，為讓美國更看重這
枚棋子的重量，反對派不惜顛倒黑白、抹黑「一國
兩制」，這種以出賣香港利益來換取一黨一己之私
的行為，不是賣港，又是什麼？奉勸「賣港三人
組」，不要再做美國施壓中國的馬前卒，立即停止
在美國的賣港行為。

配合美制衡中國 陳方安生出賣香港利益
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多項便利

港人的措施陸續出台。財政部、稅務總
局日前聯合推出了關於大灣區個人所得
稅優惠政策，對在大灣區工作的包含港
澳台在內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
按內地與香港個人所得稅稅負差額給予
補貼，並對補貼免徵個人所得稅。「港
人港稅」政策的出台，使獲得認定的香
港人才赴廣東工作，無需考慮稅率差
異，移去一座窒礙人才交流的大山，對
港人北上創業或工作都大有裨益。但現
時高端人才的認定標準尚未明晰，有待
當地政府不斷完善，將好政策落實到
位。更希望特區政府與大灣區內地城市
積極溝通，擴大補貼的人才範圍，消除
港人疑慮，讓政策變得更普惠，發揮為
大灣區廣聚英才的最大功效。

新政旨在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吸
引境外（含港澳台）高端人才和緊缺人
才來大灣區工作。政策一經公佈馬上得
到各界的熱烈歡迎。至於高端和緊缺人
才如何認定，財政部、稅務總局指將按
照廣東省、深圳市有關認定辦法，使優
惠政策與地方實際需求相吻合，更好發
揮政策的激勵效果。各地還可以根據產
業特點和特殊人才需求，制定各自相關
人才的認定細則，自主權下放地級市甚
至縣區，相信接下來各地將對相關政策
進一步細化。

人才作為大灣區發展創新經濟的重要
元素，當局通過提供稅務優惠吸引人

才，顯然是正確之舉。尤
其是對科創類

企業而言，研發和人才成本相對較高，
由於繳交較高稅率的個人所得稅，公司
企業往往要支付較高薪酬給員工作補
償，對企業是一個很大的負擔。現時本
港和內地都推行累進稅率，但本港設立
了稅率不會超過總入息15%的上限，而
內地則是年收入超過6萬元人民幣就要
交稅，稅率隨入息遞增，最高可達
40%，這是導致不少港人不願長居內地
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新政對於高科技
公司在大灣區的佈局、人才引進都有着
重大利好，同時讓港青融入大灣區的阻
力大大減少，是促進大灣區人才流通的
有力舉措。

不過，由於大灣區內城市對高端人
才、緊缺人才的定義尚未明晰，一些香
港專業人士或擔心各城市要求太嚴苛而
持觀望態度。另一方面，由於各城市要
求不一，意味着相關的個稅補貼可能要
逐一審批，這些都會影響本港專業人才
在大灣區內的自由流動。要真正惠及更
多香港人才，應該將個稅補貼範圍擴大
至本港具備比較優勢的專業服務領域，
並明確受惠的行業和人員範圍，才能打
消本港專業人才的顧慮，這是有待下一
步完善和推動的政策方向。

粵港澳大灣區近7,000 萬的人口，可
為香港提供更大的市場、更完善的產業
配套，也為港人提供更多的上升階梯。
期待特區政府積極與大灣區內各內地城
市溝通，反映港人期望；各地政府盡快
理順各項配套政策，讓港人可以無後顧
之憂地善用政策優勢大展拳腳。

普惠「港人港稅」為灣區聚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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