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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20年内 7次被 Skytrax （全球负有盛名
的民航服务调研及咨询评级机构） 评为全球最
佳机场，6 次被全球知名供应链杂志 《亚洲货
运新闻》 评为全球最佳货运机场，5 次被知名
网络旅游杂志 《Smart Travel Asia》（亚洲智慧
旅游） 评为全球旅游最佳机场……翻开香港国
际机场的“履历”，亮眼成绩令人叹服。从1998
年正式启用至今，香港国际机场不断快速发
展，在客运、货运服务等方面均达到全球一流
水平，先后斩获 120 多项国际大奖，成为稳固
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地位、推进香港经济增长的
重要动力之一。诸多傲人成就不禁让人好奇，
它是如何做到“全球最佳”的？

规划时未雨绸缪

位于香港西部的大屿山是香港最大的岛
屿，坐落于此的香港国际机场是香港通往世界
的大门。

1998年 7月 6日，香港国际机场正式启用，
取代了已经饱和服役多年的老启德机场。经过
20 年的发展，香港国际机场客运量由最初的
2000万人次攀升至2018年的7470万人次，货运
量达 510 万吨，飞机起降 42.727 万架次，成为
全球最繁忙的货运机场及第三繁忙的客运机
场。“预计到 2030 年，机场每年的客运量及货
运量将分别达到约 1亿人次及 900万吨。”香港
机场管理局主席苏泽光表示。

从容面对如此巨大体量的复杂情况，前期
规划很重要。“当初香港规划新机场时，不是简
单地看机场这块地，而是和整个城市的发展结
合。”谈及香港国际机场成功的秘诀，前香港机
场管理局总裁许汉忠介绍说，在兴建香港机场
的同时，香港还兴建了机场快线、北大屿山高
速公路、青马桥、C 区隧道、中环和九龙的机
铁站等。“任何基础建设都是为经济增长服务
的。只有从整体考虑，才能打造出一个好机

场。现在，内地机场也在逐步往这条路上走。”
同时，每年香港机场会举行多场不同的演

练，所有和机场有关的单位，包括航空公司、
地面服务、政府部门、医疗机构等共数百人参
加。这样万一发生突发事件，大家知道该怎么
处理。

此外，超过 320 家商店及 100 家食肆为旅
客提供丰富多元、物美价优的海量好货，还有
IMAX 电影院、免费淋浴间……很多来过的旅
客感慨：“一路走得腿都软了，但还是觉得没
逛够。”

靠科技更靠人才

“拜地理环境优越之赐，旅客从香港机场出
发，可以在飞机起飞后的 5 个小时内，抵达涵
盖全球人口约一半的各大主要城市。”香港机
场管理局首席资讯主管卞家振说，作为香港最
重要的基建项目之一，香港机场截至目前有超
过 120 家航空公司进驻，飞往全球 220 多个航
点，几乎 24 小时内每分钟都有航班在此起
降，工作起来不“聪明”点不行。“只有仰赖
各种创新科技协助，才能在空间与服务人手有
限的状况下，加快旅客、货物通关以及数据处
理的速度。”

事实上，香港机场内已经启用多项高端科
技，包括生物特征及扩增实境 （AR） 技术、机
械设备及自动化技术以及其他可利用互联网的
功能，为旅客带来简便顺畅的旅程。

2018 年 6 月，香港机场还与阿里巴巴集团
合作，建设高端物流中心。特区行政长官林郑
月娥表示，该中心采用机械化和自动化模式，
预计将于 2023 年投入运作，每年可处理 170 万
吨货物，有助加强香港航运中心地位，顺应全
球电子商贸发展需求。

充分利用最新科技的同时，香港机场也充
分吸纳和培育优秀航空人才。2017 年 4 月，香

港机场成立香港国际航空学院，内设 8 个培
训中心，为相关从业人员提供全面的航空培
训，包括空中及地勤服务、飞机维修、机场
调度、航空运输等方方面面，保证优秀后备
人才的储备。

“三跑道”带来新机遇

短短 20 年时间，香港机场也快饱和了。
2016 年 8 月，香港机场开展三跑道系统建造。

“相当于在原有机场旁边再造一个机场，这是个
大工程。”特区政府前署理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邱
诚武说。

项目完成后，机场将提供一条新跑道及相
关滑行道、新的三跑道客运大楼及 57 个停机
位、新的旅客捷运系统及经改建的二号客运大
楼。目前，香港国际机场两条5200米长、最深
处在海平面以下 125 米的海底燃油管道，已开
始源源不断地向来往飞机输送燃油。林郑月娥
在香港立法会上阐述道：“香港国际机场‘三跑
道’将会为香港带来空运方面非常大的契机。”

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也认为，第三
跑道将给香港机场带来更大发展机遇。“正在兴
建的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道，将和已经开通的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港珠澳大桥，以及即将启
用的莲塘/香园围口岸一起，共同强化香港作为
联系内地和国际的‘双门户’枢纽角色。”

实际上，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后，越来
越多的旅客选择以“高铁入、机场出”（或相反
方向） 的模式进出香港，尤其是临近香港的湖
南省及广东省旅客。“搭高铁到香港转飞机所需
时间，与前往广州白云机场相近，而香港的机
票价格普遍较便宜，航点和时间选择更多。”有
来自湖南的旅客如是表示。业内专家认为，随
着“三跑道”的兴建落成，香港将更好地把握
粤港澳大湾区的巨大发展机遇，进一步巩固其
国际航运中心地位。

从1月13日起至1月24日，来自台湾大学等高
校的8个团共440余人先后在北京步入一场文化之
旅。“很开心可以来到北京，真的很棒啊！”“这里
和台湾真的很不一样！”“我要去滑冰！”多位台湾
学生，刚刚到北京便已按耐不住激动之情。

据悉，这个由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主办、中华
文化学院承办的台湾青年学生中华文化研习营，
自 2003 年开展以来，已经有多批台湾青年先后参
与其中。

龙的传人，感受文化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
人。”1月 14日晚，在研习营的破冰活动上，来自
世新大学、台北大学等学校的160位同学共同演唱
了歌曲“龙的传人”。

对于大多数的台湾学生而言，故宫、颐和
园、长城等名胜古迹是他们期待已久的去处，也
是他们心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前段时间
一直在看电视剧《延禧攻略》，今天终于有机会可
以去见到真正的延禧宫了！”逢甲大学财务金融学
系的大四学生冯芝庭激动地说，第一次来北京的
她希望可以多去一些地方。

从雄壮蜿蜒的长城到巍峨壮观的故宫，从繁华的

王府井步行街到古色古香的北京胡同……这些极富
特色的文化名胜在台湾青年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谈及这次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研习营时，海
峡两岸关系协会秘书长马国樑表示，他希望台湾
学子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多看一看、听一听、想一
想，用心体验、用爱感受。

友谊之船，连接你我

1月17日上午是去北京通州武英造办博物馆的
体验课，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张红丽和来自华莘
学会的同学们共同体验了古法造字的乐趣。

作为本次活动的志愿者，张红丽和其他3位同
学担任华莘学会的学伴。她表示，研习营的台湾
学生都很活泼，台湾学生教我们闽南语，我们也
会教他们一些其它的知识。

活动期间，志愿者们无微不至的照顾，让台湾
学生们感受到了温暖：有的同学第一次来大陆，不
会使用移动支付，他们就一遍遍地讲解微信、支付
宝的使用要领；有的同学想给家乡的朋友带些礼
物，他们就列出攻略给出建议；有的同学没有带够
御寒的衣物，他们就主动拿来自己的衣服……志愿
者们的细心也被台湾学生看在眼里。

华莘学会副理事长陈香伶从 2003 年开始，就

多次组织台湾学生参加中华文化研习营活动。她
表示，每次活动结束后，很多台湾学生都和志愿
者们成为了好朋友，“这是两岸学生友谊的见证！”

了解大陆，助力发展

台湾中华杰出青年交流促进会春雨团团长邓
桢永说：“这两年想来大陆读书、工作的学生越来
越多，经常有人问我关于大陆方面的信息。”今年
第 7 次带团的他表示，很多台湾青年来到大陆之
后，都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未来在大陆工作更是
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的信息显示，2018
年，台生报考大陆高校的人数、台青来大陆就业
实习的人数以及由大陆就业创业机构提供服务的
新增台企数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我毕业之后要来大陆工作！”来自台北大学公
共行政暨政策学系的研究生郭宛绮满怀期待地说。
过去几年，她多次来大陆旅游和参加交流活动，大
陆的发展速度之快和就业机会之多让她心动，将于
今年6月毕业的她希望可以来大陆提升自己。

在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副教授郑又
平看来，这些交流、沟通如同滴水穿石，他希望这次
活动能为台湾学生打开视野，助力人生发展。

香港机场如何做到“全球最佳”？
本报记者 汪灵犀

440余台湾学生在京研习中华文化

体验大陆 从心出发
叶晓楠 张 萌

由澳门特区政府旅游
局主办、澳门烹饪协会承办
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
城市美食之都”厨艺表演
日前在澳门南湾·雅文湖畔
启动。

左图：厨师在活动上
展示传统食品竹升面。

下图：厨师在活动上
制作咖喱包。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厨艺表演澳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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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河北极村：游客畅玩“泼水成冰”

据新华社台北1月24日电（记者刘斐、章利新） 台
湾竞争力论坛和新时代智库24日联合召开记者会，检讨
民进党当局一年执政表现，评价其导致“两岸失和、经
济失火、内政失修、民心思变”。

台湾竞争力论坛和新时代智库指出，过去一年，当
局施政致使百病丛生，人民水深火热，却不苦民所苦，
并列举具体表现15条。围绕台湾外部环境，智库还列出
8 条具体表现，阐明当局令两岸关系大倒退，陷入对峙
危机。

台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辉表示，民进党执政无
方，危害台湾，让台湾看不到未来。去年“九合一”选
举，民进党大败，就是台湾最新民意的展现。台湾内忧
外患，当局却只想继续拼政治，置经济于度外，实在是
台湾人的悲哀。

立场偏绿的台湾民意基金会日前发布民调显示，台
湾民众对当局两岸关系方面表现不满意者占49.1%，高于
满意者比例；对当局经济表现不满意者占63.6%，创一年
来新高；对台行政管理机构的改组，52%的台湾民众表示
没有信心。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庞建国表示，在全球供应链
的现实结构上，台湾和大陆的利益基本上是绑在一起
的。这是全球化竞争格局下，由成本效益原则导引的必
然结果，无法依靠政治操作来改变。换言之，想要拼经
济，在可见的未来甚至于永远的未来，海峡对岸都会是
台湾的首选，这是先天条件和后天形势共同决定的。

台湾公教军警暨退休人员联合总会副会长林水吉表
示，“九二共识”是基于“两岸本一家，同根又同源，血
浓于水”的文化、血缘、语言、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
为基底的认同，是两岸和平交流的定海神针，是未来两
岸进一步对话的基础。

本报澳门1月 24日电 （记者苏
宁） 记者从澳门司法警察局今天举行
的媒体座谈会上了解到，2018 年，
澳门司法警察局开立刑事专案调查及
检举合 5998 宗，同比增加 8%。同
时，按照司法机关指示或协助其他执
法部门进行调查的卷宗 4502 宗，同
比 上 升 35% 。 去 年 完 成 调 查 案 件
14725 宗，按年上升 21.3%。年内移
送检察院 （包括拘留犯、非拘留犯及
未 达 刑 事 归 责 年 龄 之 作 案 人） 共
3938人，人数与2017年相若。

司法警察局局长薛仲明介绍，澳
门严重罪案继续维持零案发或低案发

趋势，没有发生绑架案，抢劫案、勒
索案均按年减少，多类涉及民生的严
重刑事犯罪同比下降，显示澳门治安
继续平稳向好。

在毒品犯罪方面，去年开立 92
宗贩毒案和 31 宗吸毒案，较 2017 年
分别下降 5%和 37%，涉毒人数进一
步减少。

薛仲明表示，司法警察局将密切
注视各类安全形势和社会动态，加强
情报搜集及风险评估，及早进行部
署，排除各种隐患，更有效地预防和
打击犯罪，确保澳门社会长治久安和
居民安居乐业。

本报香港1月 24日电 （记者陈
然） 香港特区政府消防处 24 日举行
年度记者会，回顾 2018 年的主要工
作，并介绍未来工作计划重点。消防
处处长李建日表示，该处 2018 年共
接获33463宗火警召唤，较前年下跌
1.4%，个案宗数持续走低；救护召唤
则突破 80 万，达 804685 宗，较前年
上升2%。

李建日表示，2018 年，消防处
面临数宗严重交通事故及6个先后袭
港的热带气旋，消防及救护人员在恶
劣情况下坚毅不饶、为民解困，同心
协力保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其中在
超强台风“山竹”肆虐期间，消防处

共处理 622 宗塌树及 401 宗被困电梯
的个案。

为有效执行防火规管工作，消防
处于 2018 年共进行 409105 次防火巡
查，发出 3497 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
书。针对旧式工业大厦火警风险的新
条例草案已于 12 月提交立法会，有
关规定包括在旧式工厦内安装自动喷
洒、紧急照明、消防栓和软管以及火
警警报系统等特定消防装备。

据介绍，消防处于 2018 年 10 月
成立社区应急准备课，将利用社交媒
体等途径持续推广“应急三识”（识
灭火、识自救、识逃生），帮助市民
提升面临突发事故时的应变能力。

新华社香港1月 24日电 香港
高校近日陆续发布内地招生额度及学
费标准。各校的内地招生数目总体与
往年持平，部分院校学费有所上升。

在内地生学额方面，大部分院校
预计来年学额不变。招收内地生最多
的香港大学名额约350人，其次为香
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公开大学各约 300
人。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和
香港科技大学分别为 250 人、210 人
及190人。岭南大学拟将学额由46人
增至约70人。

在内地生学费方面，香港中文大
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学费保持不变，维
持在学年14.5万元 （港元，下同） 及
14 万元的水平。但部分学校出现明
显升幅，如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
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及香港教育大
学，均由本年度的 12 万元提升至
2019/2020学年的14万港元。

香港浸会大学发言人表示，随着
学费增加，大学颁发的全额奖学金金
额将增至每年 19 万元，奖励成绩优
异的非本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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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治安继续平稳向好

香港消防处火警个案持续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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