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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这就是港珠澳大桥吗，真的像一条巨龙，太
壮观了！”“这张‘习马会’的照片我有印象，当时看到
真的好激动呢，两岸领导人在1949年以后首次会面真的
很有里程碑意义！”……

9月26日，“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在北京展
览馆开展。在第八展区，以“丰富‘一国两制’实践、
推进祖国统一”为主题的系列展览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
光，不少人利用国庆、中秋假期前来参观。大家在此感
受近 5年来港澳地区各项事业取得的最新成就，表达对

“一国两制”进一步完善发展、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实现
的期盼。

成就令人振奋

年过花甲的陈龙狮，一大早就来到这里参观。他
说，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如今过

了 20 年，他想透过展览看看香港有
何变化。

与陈龙狮有类似想法的观众还有
很多。大家都沿着参观路线，依次观
看6个单元的内容，了解近五年来两
岸关系及港澳地区的各项成就。

展区墙上，一幅幅习近平总书记
亲临两岸与港澳活动的照片备受关
注。照片旁摘录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一国两制”和两岸关系的有关论
述，让不少观众驻足阅读并深思。

在与港澳相关的单元，国家发改
委与粤港澳三地政府签署《深化粤港
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仪
式、中央政府为澳门特区划定水域、
加强对港澳的物资供应保障等照片，
体现了中央政府对香港、澳门依法施
政的全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与故宫
博物院签署合作协议、澳门大学横琴
校区启用等内容的展示让不少观众感
受到内地与港澳之间交流的热络。

在两岸关系部分，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举
办、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举行、“台商走电商”活动推
进……一系列照片体现了 5年来两岸关系方面取得的各
项成就。而卡式台胞证的展出、大陆方面对被海盗劫持
长达4年7个月的阿曼籍台湾渔船NAHAM3号船员成功
解救的照片，更是引起观众对“两岸一家亲”的感慨。

形式丰富多样

除了图片和文字的展示，本次展览还有其他生动直
观的形式。

展厅入口的左手边，一个造型逼真、做工精细的港
珠澳大桥模型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等这座世界最长
的跨海大桥建成以后，从香港开车到珠海、澳门的时间
将由目前的 3个小时缩减为半个小时，粤港澳三地今后
将紧密连接在一起。”讲解员的解说让观众们发出惊

叹。同样让人感慨的还有粤港澳大湾区的沙盘，城市接
城市、道路连道路，珠三角未来的繁华景象让不少人表
示欣喜和期待。

在展区的两岸关系部分，观众可以在大屏幕上点击
选择自己的家乡省份，通过摄像头拍照并上传，为“两
岸一家亲，共圆中国梦”的主题点赞，完成后，大屏幕
的中国地图上会显示台湾与观众所在家乡两个闪光点的
连接；创意手提袋、学习智能笔、无线充电器……这些
台湾青年在大陆创业时研发制造的产品也都一并在展区
摆放供大家观看。

此外，在其他展区，观众们可以头戴 VR 设备、脚
踩平衡车，在央视记者卡通形象的引导下从空中、路面
和海底隧道多角度“浸入式”参观港珠澳大桥，“身临
其境”感受中国“超级工程”的魅力。而今年“七一”
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在京的香港学子和北京学子
共同游览天安门的巨幅照片，也入选此次“砥砺奋进的
五年”展览，并被悬挂在展览馆中的显眼位置，让照片
中的香港学子在参观展览时兴奋不已。

观众纷纷点赞

“看过展览后，我深深感受到过去5年祖国对香港发
展的大力扶持，充分体会到香港内地一家亲的同胞之
情，同时也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正在北京大学读书
的香港籍学子王柏荣在看过展览后表示，近年来，内地
在互联网科技方面发展迅速，希望香港能跟上祖国发展
的快车，跟内地一起实现更大的进步。

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展览的消息后，77岁的袁庆周也
赶来观展。认真看过展览后，这位老人说，“香港、澳
门在‘一国’基础上，充分发挥‘两制’优势，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

“2014 年，我作为一名学生，曾经去台湾交流。我
深切体会到，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是两岸人民共同的
期待。”28 岁的北京城建职工冯增文感慨道，“只有实
现和平统一，台湾同胞才能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
享伟大祖国在国际上的尊严与荣誉。我期待这一天能
早日到来。”

一连 8天的国庆中秋“超级黄金周”日前结束，首 6
日内地访港旅客超过 111.8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3.8%。首日内地访港游客数量更创下 5 年新高，香港跻
身内地旅客出游最热门地点之列。

首日内地访港人数创5年新高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最新数据，10月1日访
港的内地游客入境人次同比增长9.4%，达20.6万人次，为
5年来最高，其中以个人游、“一签一行”签注来港的内地客
最多。此外，根据内地途牛旅游网日前公布的国庆出游报
告，内地游客“黄金周”出境游目的地城市中，香港名列前
茅，它也成为游客最愿意花钱购物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香港旅游业议会日前称，今年“十一”期间，平均每
天有 200 个内地团，比去年同期多六成。据入境团旅行
社协会创会会长谢淦廷估计，这种增长势头会持续至年
底，因为香港近来没有争拗，对游客态度也改善了许多。
他补充道，香港酒店业提供更多优惠，也有助于吸引更
多内地旅客来港。

香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董耀中说，香港旅游业在历
经一段低迷期后，于此次“黄金周”大幅回暖，主要由于
香港近期社会气氛转好，再加上受香港回归祖国 20周
年的氛围所带动，内地游客对香港越发有信心。

访港人数有望保持上升态势

董耀中说，目前本地零售及餐饮业等均反响良好。

不单“黄金周”期间内地游客团数量有所上升，整体来
看，今年内地访港游客数量也在上升，这是好迹象，有望
持续下去。香港旅游发展局数据就显示，今年 1—8月，
内地访港旅客同比增长1.9%，约有2900万人次。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称，特区政府
多年来积极投放资源支持旅游业发展，旅发局与业界一
直携手合作，因时制宜制定合适的推广策略，推出更多
元化的旅游盛事、景点和产品，吸引更多高消费的过夜
旅客来港。今年外围经济环境大有改善，加上各界的共
同努力，香港的旅游业表现不俗，各项旅客相关数字均
呈现不错增长。

董耀中认为，内地游客来港消费模式
日趋成熟，由早前集中买名牌转为选择实
用的生活类用品，带动服装店、药房及金
铺销量，也使整个旅游业的发展更为均
衡。在他看来，香港旅游业界应保持并进
一步完善服务，让内地旅客有宾至如归的
感觉。

内地旅客对传统景点兴趣增加

香港旅游业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
内地旅客近期对传统景点兴趣增加，除了
主题公园外，黄大仙庙、浅水湾及中环等
地，他们都很感兴趣。国庆期间的内地旅
游团多来自华中及华北，旅游团数目及人
次也不错，对入境旅游的发展持审慎乐观

态度。
据港媒报道，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上，不少旅游

大巴先后驶入，一批批旅客到场拍照。来自上海的袁
先生说，刚好有国庆及中秋假期，所以来港旅游 4
天。被问到为何不去其他地方游玩，他说，周边一些
地区曾经去过，反而对香港很有兴趣，所以选择来香
港旅游，希望看看传统景点。

从山西来港的张小姐说，今次是第二次来港，很喜
欢香港的海景。香港回归祖国后，建设及经济都比以前
好，期望两地关系愈来愈好。“大家也是一家亲。”

赞“一国两制”盼祖国统一
——“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第八展区参观侧记

本报记者 柴逸扉文/图

图为导览员在向观众介绍展区内容

内地游客“黄金周”涌港

香港旅游人财两旺大幅回暖
本报记者 张 盼

“黄金周”期间，尖沙咀名店生意火爆，不少内地旅客在外排队
等候。 谭达明摄

据新华社台北10月9日电（记者张钟凯、刘
刚） 9 日 12 时，在一片鼓乐声中，湄洲妈祖金身
在台中港旅客服务中心门前起驾，在信众的虔诚
注视下乘“海峡号”客滚船回銮湄洲天后宫安
座，正式结束了为期17天的巡台活动。

11 时，载着湄洲妈祖金身的花车在一片锣鼓
声中缓缓驶进人山人海的台中港旅客服务中心广
场，送驾典礼正式开始。来自台湾各地宫庙的送
驾队伍依次行礼。

哨角三声之后，与祭者、陪祭者、主祭就位
于供桌前。随后，鼓初严、鼓再严、鼓三严，接
着便是上香、献花、献果、献茗、献财帛，行完
三鞠躬礼后，典礼结束。

湄洲妈祖金身 9 月 23 日下午抵达台北港，随
后在台北、新北、基隆、嘉义、彰化、台中等 11
个县市巡游，驻留 91座妈祖宫庙，是历届巡游宫
庙最多的一次。

巡游期间，台湾当地妈祖宫庙组织了彩车巡
安赐福、百庙参赞神尊攒轿脚特别祈福等活动，
并在新北和台中分别举行大型祈福典礼。这是湄
洲妈祖金身暌违 20年后再次巡台，所到之处皆是

“万人空巷、人潮如涌”的盛况。
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董事长林金榜表示，台湾

民众对此次湄洲妈祖金身巡游非常虔诚和热情，共
有近两千座妈祖宫庙参与，吸引数百万人。“人同
宗，神同源，大家都是一家人。这次妈祖金身巡台加
深了两岸文化交流，增进了两岸民众的感情。”

来自台中港区浩天宫的王玉燕是此次参与送
驾仪式的一员，20年前湄洲妈祖金身来台巡游时
她就曾陪父亲参观。“这次巡台来参观的人更多
了，而且有很多年轻人也来参加。妈祖是两岸共
同的信仰，希望以后能够常来。”

湄洲妈祖祖庙是世界各地妈祖庙的祖庙，建
于公元987年。1997年，湄洲妈祖金身曾巡游台湾
100 多天，经过台湾 19 个市县。妈祖被海峡两岸
信众尊为“海上保护神”，据不完全统计，台湾现
有妈祖宫庙5000多座，妈祖信众1800多万，占台
湾地区人口总数的70％以上。

新华社香港10月9日电（记者张雅诗） 香港
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9日公布，将于10月10日在香
港国际机场推出访港旅客自助离境服务（简称“离
境易”），利用容貌识别技术协助确认访客身份。

据入境处介绍，访港旅客如年满 11岁，持有
符合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规定，并由入境处所公布
的指定国家或地区所签发的有效电子旅行证件，
便可经“离境易”的“e-道”办理自助离境手
续，无须预先登记。“离境易”采用容貌识别技术
核实旅客身份，整个离境程序大约20秒。

根据目前安排，访港旅客入境时会获发入境标
签，而合资格的访港旅客在入境检查柜台办妥入境
手续后，其入境标签则额外印有“离境易”标志。

入境处表示，有关措施可为旅客带来更便捷的
出入境服务，也能提升出入境管制成效，并将分阶段
扩展至其他管制站。有关安排并不适用于香港居民。

另外，入境处会在访港旅客入境检查柜台加
装拍摄镜头，以便实时拍摄访港旅客的照片，并
通过容貌识别技术把该照片与其旅行证件内的照
片作比对，以供核实身份之用。

“我的未来不是梦，无
限机缘在大陆”——10月8
日，一场名为“走大路，
通大陆——台湾青年 2017
圆梦工程”的互动座谈会
在台北举行。多位青年台
企代表以“我的未来不是
梦，无限机缘在大陆”为
题，与在场的台湾青年分
享了自己在大陆的所见所
闻及创业就业经验。

座谈会由台湾“一带
一路”经贸促进协会、中
华青年创业联谊会共同主
办。活动召集人张凯钧介
绍 ， 此 次 特 别 利 用 大 陆

“十一”假期，召集几位
从大陆不同省市回来的台
湾年轻人现身说法，希望
给台湾年轻人一个客观了
解大陆就业、创业环境的
机会。

张凯钧 2015 年自英国
留学归来即到大陆发展，
现为广东中山联速两岸园
投资有限公司执行长。他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大陆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风
起云涌，全世界 2000 强的
公 司 ， 在 大 陆 都 设 有 据
点。”张凯钧表示，从台湾
到大陆，2个小时飞机，而
创业成功的机率可以增加5
倍、10 倍。他在伦敦的同
学毕业时，选择在大陆和
在台湾工作的，3 年过后，
大陆的同学薪资高很多。
但张凯钧提醒要创业的台

湾青年：“创业是九死一生，在哪里都一样，要对困难有
心理准备。”

座谈会开始前特别举办一个小小仪式，由台湾“一
带一路”经贸促进协会理事长汪诞平为年轻人授旗。汪
诞平致辞时表示，大陆是台湾青年未来最好的出路。他
提醒台湾青年，大陆重视实力能力，台湾青年要培养自
己的专业能力。

此次参与分享的广州市天河区台资协会副会长、台
湾青年之家会长郑明嘉介绍，在刚刚过去的暑期，他们
首次组织了台湾 11所大学的 137位大学生在广州市 39家
企业实习。其中大部分台湾学生第一次到大陆，以为广
州没有地铁、没有WIFI。郑明嘉认为，台湾青年对大陆
非常不了解，而经过实习之后，愿意或认为毕业后有可
能选择到广州来工作的同学超过七成。

在瞧世界科技有限公司任职的王璿瑞介绍，2013
年、2014 年他曾以学生身份到大陆参加创新创业大赛，

“那次去了上海之后，发现大陆与我之前的了解有很多不
同。”他随后自己到广州、武汉、浙江以及东北，“各地
跑了个遍”。他认为，大陆市场很大，相对竞争也很大，

“我会建议台湾年轻人先要考虑怎样融入到大陆，去落地
生存，再思考怎样取得更大发展，怎样获得成功。”

从事策展工作的游胜翔在座谈会上表示，他毕业5年
了，对大陆设计领域较有兴趣。而还在读高中二年级的
刘惠乔则有意在高中毕业后去厦门读书，“来参加座谈会
是希望了解大陆的发展趋势。” （本报台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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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湄洲妈祖金身结束巡台
民众热情送驾

香港入境处将推自助离境服务
旅客离境仅需20秒

国庆长假期间，澳门著名景点大三巴牌
坊、议事亭前地游人如织。图为游客在澳门
大三巴牌坊前游览。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