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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互聯網已成為市民大眾生

活的一部分，港府正推行“Wi-Fi

連通城市”計劃，以提供更佳的免

費Wi-Fi服務。目前“Wi-Fi.HK”

的熱點數目超過19,000個，我們的

目標是在2019年數目增至34,000

個。現時除政府部門外，參與計劃

的公私營機構已有35間，我們會

繼續鼓勵更多機構參與“Wi-Fi.

HK”品牌，以增加免費Wi-Fi服

務的覆蓋。另外，我們通過公私營

合作模式，開放一些政府場地如公

共交通交匯處、博物館、公園等給私營服務供應商提

供免費Wi-Fi服務。非牟利的青少年服務中心和自修

室也將在政府資助下，由今年年中起陸續提供免費

Wi-Fi服務。我們明白上網速度對Wi-Fi服務使用者

的重要性。在大部分的政府場地，現時“Wi-Fi.HK”

的速度已提升至每秒不少於3-4兆比特(Mbps)，足以

支援觀看影片。部分場地同位置的訊號強弱雖然有所

差別，但在熱點覆蓋範圍內仍足以支援一般上網所

需。為確保“Wi-Fi.HK”服務的質素，我們透過第三

方機構，進行定期監察。在最近一次抽查測試中，最

高網速熱點的速度接近每秒60兆比特，而各場地整體

平均速度亦接近每秒8兆比特。

然而，上網速度及穩定性會受各種環境因素影

響，例如使用者的流動裝置與熱點之間的距離和障礙

物、附近其他Wi-Fi服務的干擾，以及同時使用服務

的人數和使用流量等。使用者如遇到連線問題，可嘗

試移步至場地內訊號較強的位置，會令連線更暢順。

為提升數據傳輸的速度及穩定性，大部分政府場

地的熱點，包括公私營合作模式下新

設的熱點，已逐步採用最新的Wi-Fi

技術標準，以減少訊號干擾。我們亦

會要求服務供應商在可行的情況下使

用高速的網絡（如光纖網絡）支援其

提供的“Wi-Fi.HK”服務，確保頻

寬可得到擴展，讓市民和旅客可享用

穩定的服務。

除覆蓋率和速度外，Wi-Fi服務

的安全性也不容忽視。目前，約

65%，即約 12,000 個“Wi-Fi.HK”

熱點，已採用數碼伺服器證書，方便

使用者驗證提供服務機構的身份，減低接達偽冒熱點

的風險。我們將繼續跟進其餘熱點使用數碼伺服器證

書的進展，為市民和旅客提供安全可靠的免費Wi-Fi

服務。

為便利巿民和旅客使用免費Wi-Fi服務，“Wi-Fi.

HK”已備有流動應用程式，讓他們無需依靠場地標示來

尋找熱點位置。至今程式的下載次數已超過22萬，當中

近6成於外地下載，證明“Wi-Fi.HK”服務甚受旅客歡

迎。我們現正更新“Wi-Fi.HK”網站及流動應用程式，

以提供更多“Wi-Fi.HK”的資訊，並讓參與機構獲得更

多宣傳推廣機會，吸引更多機構參與。同時，我們會通

過增設更顯眼的標示、舉辦大型活動，以及通過社交媒

體和宣傳短片等不同方式進一步推廣“Wi-Fi.HK”品牌。

我們也會繼續與香港旅遊發展局合作，向海外和內地旅

客推廣“Wi-Fi.HK”品牌。

透過以上措施，我們期望持續提升免費公共

Wi-Fi服務，把香港建設成為Wi-Fi連通城市，促進

智慧城市的發展。

楊德斌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Wi-Fi連通城市

習主席“一帶一路”論壇主旨演講振奮人心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4 日在“一帶一路”國

際合作高峰論壇發表主旨演講，不僅令包括

29位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在內的來自130多個國

家和70多個國際組織約1500名代表眼前一亮，也

讓全世界為之矚目。在世界政治經濟不確定因素

日益增加的大背景下，“一帶一路”成為重塑世

界經濟版圖的一次重要契機，習主席精彩的主旨

演講高瞻遠矚、振奮人心。

“絲路精神”的大歷史觀
習主席說：“古絲綢之路綿延萬里，延續千

年，積澱了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

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絲路精神。這是人類文明的寶

貴遺產。”他指出：“歷史是最好的老師。這段

歷史表明，無論相隔多遠，只要我們勇敢邁出第

一步，堅持相向而行，就能走出一條相遇相知、

共同發展之路，走向幸福安寧和諧美好的遠

方。”

古絲綢之路為何充滿活力？“絲路精神”為

何值得珍惜？習主席說“是因為使用的不是戰馬

和長矛，而是駝隊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堅船和利

炮，而是寶船和友誼”、“文明在開放中發展，

民族在融合中共存。”

對“絲路精神”的精準概括和深刻認識，彰

顯出習主席的宏大歷史觀。回望千年：駝鈴聲

聲，黃沙漫漫，橫穿尼羅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

幼發拉底河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黃河和長

江流域的駝隊綿延不絕、四季不息；千帆競發，

碧海無垠，跨越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信眾匯

集地的船隻，“舶交海中，不知其數”。

如果聚焦歷史的某些細節，不難發現，這條

路上也曾有短暫的殺伐和衝突，但如果登高望

遠，從遠大歷史的脈絡來看，就會發現，古絲綢

之路上“流淌牛奶和蜂蜜”，流淌沿線各國

人民的深情厚誼，合作、開放、包容、互惠互利

始終是這條路上的主基調和最強音，否則，就無

法解釋古絲綢之路為什麼能夠延續千年，滋潤

亞、非、歐廣袤的土地。這是歷史的邏輯、記載

和傳承！

“絲路精神”是古絲綢之路沿線各國人民共

同鑄就的，是人類文明的寶貴遺產，值得尊重、

繼承和發揚，“絲路精神”是“一帶一路”建設

的“精神紐帶”，習主席對“絲路精神”的深情

闡述，為“一帶一路”建設注入精神動力。

當今世界有哪些問題困擾我們？習主席從

歷史和現實兩個維度全面分析。他說：“從歷史

維度看，人類社會正處在一個大發展大變革大調

整時代。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

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和平發展的大勢日益

強勁，變革創新的步伐持續向前。各國之間的聯

繫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緊密，世界人民對美好生

活的嚮往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強烈，人類戰勝困

難的手段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豐富。”

習主席還說：“從現實維度看，我們正處在

一個挑戰頻發的世界。世界經濟增長需要新動

力，發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貧富差距鴻溝有待

彌合。地區熱點持續動盪，恐怖主義蔓延肆虐。

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擺在全人類

面前的嚴峻挑戰。這是我一直思考的問題。”

“中國判斷”顯示出“中國智慧”。習主席

關於和平、發展、治理“三個赤字”的概括，直

指要害。西方價值觀與伊斯蘭世界的衝突，不僅

使中東、北非戰火不絕，也使西方國家深陷恐怖

主義和難民危機的泥潭，如何實現可持續的和

平？破壞環境、透支資源的發展，令許多國家和

地區經濟增長的負效應越來越明顯，如何實現可

持續的發展？強權政治橫行，政治對抗升級，合

作手段匱乏，人類面臨的風險越來越大，如何實

現全球治理水平的提升？“三個赤字”問題不解

決，世界將無法安寧。

“中國判斷”顯示出“中國擔當”。如果

說，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能夠用30多年時

間擺脫貧困，本身就是對人類社會的巨大貢獻，

那麼，習主席思考並力圖解決“三個赤字”問

題，更體現一個大國的擔當精神。中國現在富裕

了，但沒有忘記許多國家處於貧窮和動亂之中，

他們亟需一個互聯互通的平台，讓人才、資金、

技術、資源等生產要素通暢流動，從而獲得發展

動能，“一帶一路”就是這樣一個全方位的平

台。

“中國態度”的坦蕩胸懷
當今世界，總有一些人認為中國倡導“一帶

一路”，懷有私心、夾藏私貨。習近平主席指

出，“一帶一路”建設不是另起爐灶、推倒重

來，而是實現戰略對接、優勢互補。他說：“中

國願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同所有

‘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的友好合作。中國願同

世界各國分享發展經驗，但不會干涉他國內政，

不會輸出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更不會強加於

人。我們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不會重複地緣博

弈的老套路，而將開創合作共贏的新模式；不會

形成破壞穩定的小集團，而將建設和諧共存的大

家庭。”

這就是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中國態度”。心

底無私，胸懷坦蕩！世界各國之間的發展是不平

衡的，一些國家或資源沒有市場，或資金沒有出

路，或人才和技術匱乏，或基礎設施落後。不平

衡就意味合作的空間巨大，中國願意扮演國際

經濟合作的推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今

天，中國願意扮演這個“推手”的角色，這對世

界來說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中國不是說說而已，還在實實在在地幹。中

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累計超過500億

美元。中國企業已經在20多個國家建設56個經

貿合作區，為有關國家創造近11億美元稅收和

18萬個就業崗位。由中國推動建成的亞投行，

已經為“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的9個項目提供

17億美元貸款。下一步，中國還將加大對“一

帶一路”建設資金支持，包括向“絲路基金”新

增資金1,000億元人民幣，向參與“一帶一路”

建設的發展中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600億元人民

幣援助，向“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提供

20億元人民幣緊急糧食援助，等等。中國有句

古語：“聽其言，觀其行”。“中國態度”已經

體現在一個個實實在在的行動之中。

“中國意見”的開闊視野
“一帶一路”要建成什麼樣子？習主席提出

五點意見：我們要將“一帶一路”建成和平之

路、繁榮之路、開放之路、創新之路、文明之

路。他說：“我們要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

型國際關係，打造對話不對抗、結伴不結盟的夥

伴關係”，“我們也要力解決發展失衡、治理

困境、數字鴻溝、分配差距等問題，建設開放、

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經濟全球化”，“要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

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一些國家將“叢林法

則”奉為信條，以此處理國家與國家的關係，不

顧後果地“野蠻成長”，結局往往是害人害己。

習主席闡述的“中國意見”，則展現出開闊視野

和博大胸懷。古絲綢之路，和時興，戰時衰。從

歷史中汲取智慧，我們應走一條“和平之路”；

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聚焦“發展”，

做大“增量”，共建共享，“繁榮”才有根基，

我們應走一條“繁榮之路”；封閉導致落後。敞

開胸懷，海納百川，潛力充分釋放，“開放”才

有成果，我們應走一條“開放之路”；創新是推

動發展的重要力量。

在“一帶一路”框架內的合作，不應是原地

踏步，而是發展起跳，我們應走一條“創新之

路”；文明的排斥、對抗和衝突，帶來的是仇

恨；文明的交流、互鑒和共存，帶來的是福音，

我們應走一條“文明之路”。這五點意見，聚焦

現實，眼未來，展示出一個大國的開闊視野。

習主席的主旨演講，為全球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帶來了目標、前景和答案。

習近平主席對“絲路精神”的精準概括，彰顯出對歷史脈絡的精準把

握；對和平、發展、治理“三個赤字”的完美論述，展示了中國智慧和擔當

精神；對“‘一帶一路’不是另起爐灶、推倒重來”的深刻強調，體現出務

實態度和坦蕩胸懷；對“一帶一路”的五點意見，展示出面向未來的開闊視

野。

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港區上海市政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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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是21世紀最重要

的地緣經濟事件之一。中國作為世

界第二大經濟體和迅速發展的新興

大國，能夠為“一帶一路”建設提

供持續動力。共建“一帶一路”倡

議植根於底蘊深厚的中國文化，契

合東方的義利觀和價值觀，倡導建

立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新型區域

合作模式，將造就世界最大的經濟

板塊，推動世界經濟體系實現“多

元、自主、平衡和可持續發展”。

21世紀，世界的發展將帶有深刻的

中國印記，而中國的發展將與世界

休戚與共。

“一帶一路”建設契合時代精

神，順應歷史潮流。“一帶一路”

域內任何經濟體，只要積極主動地

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就能夠在

未來歐亞大陸乃至世界經濟體系中

強化自身地位。反之，就會被邊緣

化。因此，100多個國家表達了對共

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支持和參與

意願，服務於“一帶一路”金融合

作的亞投行則一出世便人望衝天。

“改革開放”是祖國帶給香港

的第一個重大發展機遇。然而，上

海、深圳等內地城市在改革開放過

程中迅速積累起資金、技術、經

驗、人才等優勢，已對香港構成有

力競爭。發展經濟猶如逆水行舟，

不進則退。香港不僅面臨內地城市

競爭，而且面臨其他國家經濟中心

的競爭。“一帶一路”是祖國帶給

香港的又一個重大發展機遇。相比

其他國家的經濟中心，香港在“一

帶一路”建設中最大的優勢是能夠

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中央政府希

望香港發揮自身優勢，在助推“一

帶一路”建設的同時走出一條可持

續的經濟繁榮之路。與祖國內地城

市相比，香港亦有諸多獨特優勢。

比如：

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其稅率

低、稅種少，稅務環境全球排名第

四。香港的金融機構應走進“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為“一帶一路”

項目提供融資支持，幫助符合條件

的企業在香港上市融資。同時匯集

這些國家的資金，為其提供投資服

務。

香港是世界信息中心，其信息

專家既熟悉內地情況和政府政策，

又熟悉海外情況，能夠為“一帶一

路”項目提供信息諮詢服務和中介

服務。香港與“一帶一路”特別是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大多

數國家都使用英美普通法，可以為

內地企業提供法律服務。

香港是世界貿易中心，其貿易

管理水平高，並有巨大資金為貿易

提供支撐。香港應重視“一帶一

路”建設帶來的巨大貿易需求，

重開展大宗貿易。香港在貿易基礎

設施的管理方面經驗豐富，應積極

參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港口

管理。

只要香港高度重視“一帶一

路”，找準自我的定位，密切與內

地的關係，就一定能搭乘“一帶一

路”建設這趟經濟發展快車。

■香港特區政府推動免費Wi-Fi

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