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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简称港铁)最近被罚款 300 万港元。
事情的缘由是今年 4 月 10 日，港铁架空电缆出现故障，导
致部分列车出现延误。为此，港铁相关负责人在香港特区立
法会铁路事宜小组会议上接受了立法会议员的质询。香港特
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表示，将对港铁罚款 300万
港元，全部罚款将用于向乘客赔偿，在明年通过票价优惠计
划回馈乘客。

这不是第一次港铁因为列车延误被罚款。2012 年及
2013 年，港铁公司共被罚款 4050 万港元。2015 年上半年
整体延误时间达 227 分钟，被罚款 600 万港元。2016 年全
年港铁延误共计 488分钟，被罚款 1250万港元。

虽然被处巨额罚款，但是港铁却被公认为一家高效、安
全可靠和服务优良的企业，有人甚至称其是“香港的骄
傲”。港铁的主要股东是香港特区政府，政府通过财政司司
长持有港铁 75.09%的股份；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
特区政府发展局常任秘书长及特区政府运输署署长是港铁公
司增补董事，参与高层管理事务。港铁在香港运营的铁路轨
道总长约 221 公里，有 87 个车站和 68 个轻铁站，工作日日
均运送旅客超过 560 万人次，全年载客量 19 亿人次，占香
港公共交通总运量的 48.1%。

港铁公司的业务范围不仅在香港。近年来，港铁已在北
京、深圳及杭州等内地城市经营地铁业务，并且在伦敦、斯
德哥尔摩、墨尔本及悉尼等外国城市建造或营运铁路。港铁
参与的伦敦 Crossrail 项目是欧洲最大的基建项目之一，全
长 118 公里，有 40 个车站，预计 2019 年全线通车。届时，
港铁公司将会负责营运全线列车服务及管理 28 个车站。由
此可见香港铁路服务水平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即便如此，香港仍对港铁的“服务表现”制定了严格的
考核机制。这一机制始建于 2013 年。当年，特区政府与港
铁就票价调整机制开展了研究，引入了“服务表现”考核机
制。考核标准非常具体且细致。如在列车准点率方面：
2017 年港铁对列车“车程准时程度”的承诺是 99.5%；对
列车“服务准时程度”的承诺是 99%。

港铁其他考核指标还包括车票自动增值机、出入闸机和
扶手电梯等配套设备等，这些设备的完好率要达到 99%；列
车和车站的温度及通风指标也在考核范围内，如列车平均温
度要在 26 摄氏度以下；车厢内空调故障每个月不能多于 3
次；月台温度不能高于 27摄氏度。

如果“服务表现”不好，比如，列车出现延误，港铁公
司就面临罚款。具体罚款额的规定是：延误超过 30 分钟少
于 1 小时罚款 100 万港元；延误超过 1 小时但少于或等于 2
小时罚款 200 万港元；延误超过 2 小时但少于或等于 3 小时
罚款 300 万港元；延误超过 3 小时但少于或等于 4 小时罚款
500 万港元；延误超过 4 小时后每小时罚款 250 万港元。每
宗事故最高罚款额为 1500 万港元。但是，事故责任不在港
铁公司，如事故出于某些乘客行为和恶劣天气等原因，则免
于罚款。

巨额罚金怎么使用？通常会放入港铁的“票价优惠账
户”，在第二年通过“即日第二程车费九折优惠”计划，回
馈给乘客。今年港铁通过票价优惠计划可回馈乘客的金额约
为 1450 万港元。每年，审计师要统计核实上一年度港铁延
误事故次数、罚款金额等，并检查上一年度的罚款是否通过
优惠计划全部回馈给了乘客，然后由港铁公司向特区政府提
交审核报告。如果罚款数额较大，乘客当然会受惠于罚款，
同时港铁高层则可能面临减薪的处罚。

事实上，2016 年港铁的准点率为 99.9%，达到了世界
级水平。99.9%的准点率是什么概念？专家解释，假设一位
乘客每天乘坐两次港铁，要花上两年时间才可能碰上一次 5
分钟以上的延误。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认为，港铁公司的服务有口皆
碑，也是香港的国际品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国
家有大量的新铁路项目，对建造和营运铁路的技术需求将会
不断增加，香港可以继续在外地发挥优势，扩大经营版图，
更可以和内地企业一起“走出去”，合作输出优质的铁路设
计、建造和营运服务。

港铁因何受巨罚
300万罚金去向何方

本报记者 毛 铁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日前
在北京圆满闭幕。29 位外国元首和政
府首脑，130 多个国家和 70 多个国际组
织的 1500多名中外嘉宾聚首北京，共商
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在两天的时
间里，从多边到双边，高峰论坛活动密
集，五大洲嘉宾荟萃一堂，围绕“一带一
路”建设充分交换意见、贡献智慧。论坛
期间，中国同 68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新签
署一批合作协议，还同有关国家就自由
贸易协定开展了协商。

台湾媒体高度关注并积极评价论坛
成果，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成效明显、前
景可期；同时指出，台湾当局应努力调整
两岸政策、恢复两岸制度性协商，抢搭

“一带一路”顺风车。

台湾《旺报》推出系列报道，详细介
绍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动态
和成果。其中，“旺报观点”栏目刊文指
出，大陆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成效明
显。在习近平主席的强力宣示及资金支
持下，“一带一路”建设可望迎来更多具
体的合作成果，也将见证他通过经济手
段解决全球各种难题的智慧。

《联合报》除大篇幅报道习近平主席
主旨演讲、聚焦论坛成果外，还刊发台湾
南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郭武平的解读
文章指出，在北京举办“一带一路”高峰
论坛、台湾却无缘参与之际，再度审视台
湾当局的发展政策，由于不承认“九二共
识”、一个中国原则，两岸交流和经贸发
展严重停滞。

文章还指出，台湾当局对外经贸政
策如果未能与“一带一路”合作或抢搭

“一带一路”顺风车，且仍被“台独”意识
形态绑架，拒绝经由大陆，将更难走向世
界。“台湾将被远抛在世界之外而边缘
化，受到伤害的将是全体台湾人民。”

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在台湾《中国
时报》发表文章指出，大陆主办的“一带
一路”高峰论坛闭会，100 多个国家的代
表齐聚北京，29 位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
亲自出席，连原先持排斥态度的日本和
美国最后也都报名与会。在我们这代生
在抗战时期的人眼里，中国真的站起来
了。年少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21
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如今正从梦想走
向现实。

郁慕明表示，相比之下，台湾仍活在
目光短浅的小确幸中，甚至还自以为是
地鄙视大陆。其实，台湾有不少人不愿
抱残守缺，但“执政者”却带头当夜郎，还
处处限制拒绝做夜郎的人民。郁慕明在
文中指出，蔡英文继承李登辉的两岸对
抗思维，面对台湾沦为世界孤岛的情势，
继续强调自己推动的“新南向”与“一带
一路”完全不同，声称台湾的各种软实
力，不是金钱或政治力可以阻挡。诚然，
台湾有许多很好的创意，也有不少带有
进取心的青年和中小企业，但正是蔡英
文这种以“新南向”对抗“一带一路”的想
法，不仅不自量力，更会扼杀下一代台湾
人的前途。

（一 灿）

北京彰显大智慧 两岸当享好机会
——台湾媒体高度评价“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香港旅游发展局重新整合中环
和上环一带多元旅游资源，于近日推出了全新项目——“旧
城中环”，通过推介五条主题漫步游路线以及由本地名人和
居港多年外籍人士精选的新鲜好去处，突显区内历史建筑及
地标、艺术文化、美食、时尚生活等精彩元素，鼓励游客从
不同角度深度体验香港地道文化。

中环是香港历史的重要标记，荟萃古今中西特色元素。
因此，香港旅游发展局此次推出“旧城中环”这个全新深度
游项目，希望将中环和上环一带丰富多元的历史文化介绍给
更多旅客，欢迎他们前来深度体验。同时，香港旅游发展局
还计划在“旧城中环”项目中陆续加入新元素，并在未来将
这种概念推展至其他地区。

“旧城中环”推广计划所覆盖的范围，东起云咸街、南
至坚道、西连水坑口街、北接皇后大道中，并由香港一条最
早建成的街道荷李活道贯穿其中。香港旅游发展局此次推出
的五大主题漫步游路线，让游客可以根据地图、按照自己的
步伐，深度游览中环及上环一带的小街巷弄，细品香港的百
年历史。这些路线涵盖了古迹建筑、中西画廊、涂鸦壁画、
古董店等。

为配合“旧城中环”计划，香港旅游发展局特别推出
《旧城中环漫步游》 路线指南，深入介绍各主题路线的特色
以及鲜为游客所知的中环好去处。到港游客可以在香港旅游
发展局游客咨询中心免费领取，或登录香港旅游发展局官方
网站浏览及下载电子版。

鼓励游客体验港式文化

香港旅发局推出“旧城中环”项目

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视察了澳

门特别行政区，对澳门“一国两制”的成

功实践给予了高度评价。“一国两制”下

的“澳门故事”为何精彩？其成功经验

可以概括为：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和澳门基本法；切实落实中央全面管治

权和特区行政主导体制；务实进取，集

中精力积极推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大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和爱国爱澳主

流价值。

澳门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

之利。澳门回归以来，特区政府和社会

各界的国家意识不断增强，坚守“一国”

之本的自觉性不断增强，中央全面管治

权在特区得到充分尊重和维护。澳门

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在

坚守“一国”之本的前提下，依法行使高

度自治权，始终弘扬爱国爱澳、民主和

谐的主流社会意识，始终保持繁荣稳定

的大局。“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基本法

得到了坚决贯彻执行。

澳门切实落实了特区政府行政主

导体制。按照基本法的规定，特区政府

依法行使中央政府授予的行政权、立法

权和独立的司法权、终审权，维护了基

本法规定的行政主导政治体制，保证了

特区政权机构平稳有序地运作。澳门

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

约，并重在配合，真正实现了行政主

导。澳门不搞泛政治化，没有无休无止

无谓的争拗，大家集中精力，全力以赴

地抢抓国家发展机遇，发挥澳门独特优

势发展经济并改善民生。

澳门特区政府务实进取，集中精力

积极推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澳门

特区政府立足当前，谋划长远，采取了

一系列有效措施推动经济民生发展。

澳门在回归后迎来了历史上发展最快

的时期，本地生产总值、特区政府的财

政收入持续大幅度增长。同时，失业率

不 断 下 降 ，市 民 福 利 不 断 提 高 。 从

1999 年回归祖国至 2015 年，澳门人均

GDP 由 1.5 万 美 元 增 至 7.2 万 美 元 。

2014 年 12 月份，习主席视察澳门并出

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15 周年大会时，

高度赞扬澳门“路子对、政策好、身段

灵、人心齐”，赞扬澳门“小桌子上能唱

大戏”。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致力推

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积极打造中葡

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把握国家“十三五”

规划和“一带一路”建设机遇，着力推进

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系国

家项目服务平台建设。目前，澳门第一

个五年发展规划开局良好，经济持续向

好的趋势明显。

在澳门，爱国爱澳理念深入人心，

“祖国好，澳门才会更好”是澳门社会凝

聚的共识。回归以后，澳门大力弘扬中

华优秀文化和爱国爱澳主流价值，特区

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新生代”的

培养，通过各种途径让更多青年人在参

与澳门发展的进程中大显身手，为澳门

未来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不断壮大爱

国爱澳力量。澳门一家研究机构的多

次民意调查显示，“一国两制”和爱国爱

澳始终稳居澳门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前

三位；超过八成的被调查者为自己是中

国公民而自豪。澳门是个年轻的城市，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约占人口总数的一

半。为此，澳门推出了“千人计划”，遴

选优秀青年到内地学习交流，拓展视

野，增长才干，提升综合素质，使爱国爱

澳精神能够继续得到传承。

当前，澳门特区面临一些新情况新

问题，经济社会发展对澳门特区政府的

管治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澳门特区

政府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

澳门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同心同德，再

接再厉，继续坚持依法治澳，努力实现

良政善治，用好中央各项惠澳政策，把

澳门特别行政区建设得更好，为“一国

两制”成功实践再立新功，续写更加精

彩的“澳门故事”。

“澳门故事”为何精彩
羽 祺

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李豫川） 来
自亚洲、非洲、大洋洲以及南美洲的艺术
家们在欢快的乐曲中翩翩起舞。近日，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出席了香港迪
士尼乐园探索家度假酒店开幕礼。

梁振英表示，香港迪士尼乐园的相
关扩建工作和新酒店投入运营，对巩固
香港作为优质旅游目的地的地位具有重
要意义。此次开幕的新酒店有 4 个不同
主题的庭园，酒店的每个细节都很考究。

梁振英认为，香港迪士尼乐园扩建

有利于本港旅游业发展，随着乐园扩建，
未来将有更多新的景点，相信能吸引更
多游客。港珠澳大桥开通后会令更多粤
港澳大湾区游客到访香港。

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行政总裁刘
永基说，探索家度假酒店于 4 月底开幕
后，游客反响较好，酒店入住率达到预
期。近一年中，来自广东和东南亚的游
客人数有所增加，香港迪士尼致力于为
游客打造更多新鲜体验。

迪士尼乐园园境设计师余海恩告诉

记者，新酒店的庭园内种植了 700 多种
植物，其中乔木有 400 多种，灌木 300 多
种。游客还可以在四季欣赏樱花、桂花、
鸡蛋花等来自四大洲的花卉。

迪士尼乐园探索家度假酒店是香港
迪士尼开幕后的首家新酒店，也是香港
迪士尼的第三间酒店。这座依山傍海的
新酒店提供 750 间客房，到处充满探索
主题的特色。

据悉，香港迪士尼乐园的扩建工程
将在 2018年至 2023年间陆续完成。

梁振英：

香港迪士尼乐园扩建有利港旅游业发展

去年“5·20”民进党当局上台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单方面破坏了两岸既有的共同政治基础，致使两岸关系“急速冰冻”，相

关影响不断冲击台湾经济的方方面面。民进党执政届满一年，一份份民调直接投射出岛内民意的强烈不满，社会各界的批评声浪

力透纸背，在当局领导人的年度成绩单上打下了不及格的分数。台湾各知名景区游客急剧下降，图为游客在日月潭景区内游览（5

月 1日摄）。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禹洋报道：台北国际
电脑展将于 5 月 30 日至 6 月 3 日在台北
市举行，展会以“从移动到智能”为主
题，设有 5010个展位，汇集 1600多家
国际知名厂商，带来全球信息通信技术
产业最前沿、最热门的产品与技术研发
成果。据悉，人工智能将成为本届展会
的亮点。行业翘楚 IBM、英特尔、英
伟达等公司都将展示人工智能最前沿技
术。此外，论坛将推出以未来科技趋
势、人工智能、物联网、创新与新创为
主题的论坛和主旨演讲，让参展的行业
大咖与观众一起分享最新研发趋势和商
业化应用。

展会主办方、台湾贸易中心秘书长
叶明水表示，未来科技趋势包含最新的
人工智能与物联网发展进展，希望展会
可以为业界带来不同的观点与声音，让
大家用前瞻的眼光拓展新科技的蓝海。

台北国际电脑展

聚 焦 人 工 智 能

古“金”中外黄金

艺术展在澳门开幕
据新华社澳门电 （记者王晨曦）

古“金”中外——黄金艺术珍品展近日在
澳门举行开幕典礼。此次活动展出 250
多件精雕细琢的黄金制品，涵盖由 17 世
纪至当代的艺术品、工艺品、古董家具和
服饰等。

此次展览在澳门美高梅展艺空间举
行，是法国五月银禧庆典活动之一。展
品来自法国的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包括
宗教文物、古董家具、服装和配饰、珠
宝、腕表，以及具代表性的日常生活用
品。展览对社会公众免费开放，至 9 月
3日结束。

美高梅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联席董事
长、执行董事何超琼在致辞时说，澳门
美高梅一直致力为澳门的文化发展作出
贡献。通过一系列文化艺术活动，将世
界一流的艺术体验带到澳门，并将继续
为澳门打造更多及更丰富的文化艺术盛
会，不断推出各式各样、多元化的项
目，巩固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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