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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揭秘香港特区
2017年，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0周年。20年来，用施政报告的话来说，“香港曾走过崎岖

不平的路”；但近年来，“香港经济温和增长，通胀持续回落，政府财政稳健”。特区政府通过施
政报告推出的一系列措施，确保了香港的繁荣稳定，使香港这颗“东方之珠”风采依然。

从1997年至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历任行政长官共发表了20份施政报告，累计近45
万字。借助人工智能程序对每一份施政报告进行统计和分析发现，总体上说，“发展”和“经济”
是行政长官施政报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遥遥领先其他词汇。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电
（记者梅常伟）在国防部 6 月 29
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
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回答了中外

记者提问。
吴谦说，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

年也是解放军进驻香港 20周年，
是值得庆祝和纪念的。辽宁舰航

母编队将在跨区训练期间赴香
港，参加解放军进驻香港 20周年
的庆祝活动。

吴谦还介绍，应香港特区政

府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
海军军乐团、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和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将于 7
月中旬在香港参加庆祝香港回归

祖国暨特别行政区成立 20 周年
国际军乐汇演。

美国、俄罗斯、英国等国军乐团
也将参加此次国际军乐汇演。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

辽宁舰航母编队将赴香港参加庆祝活动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私人
秘书、现任议会上院议员查尔斯·鲍
威尔日前在伦敦接受新华社记者专
访时说，香港回归20年来，中国始
终在非常负责地履行中英联合声明
中的承诺，“一国两制”的框架“非常
好”，应被视为“经典与范例”，他对
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

鲍 威 尔 生 于 1941 年 ，曾 于
1983年至1990年担任时任英国首
相撒切尔夫人私人秘书，是其当政
期间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顾问之一。
他还曾担任英国前首相梅杰的私人
秘书。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
访华就香港问题与邓小平会谈并签
署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

时，鲍威尔曾陪同来访，是中英香港
问题谈判的见证者和参与者。鲍威
尔还曾任英国英中贸易协会主席。

鲍威尔认为，“一国两制”以一种
“优雅的方式”解决了难题，是一种长
期的解决方案，应该被视为“经典与
范例”。

鲍威尔说，现在一些香港的年

轻人对历史不了解，对《中英联合声
明》的内容也不了解。

“香港永远不会独立，也不能独
立，”鲍威尔说，“没有人可以在‘港
独’这个基础上参与选举，这不符合
基本法，也违背联合声明。”

他表示，撒切尔夫人和邓小平
当年就已经解决了香港属于中国这

一问题，因此“很明显，中国对如何
管理自己的领土有发言权”。

谈及香港的未来，鲍威尔说，
“香港没有失去自己的竞争优势，它
仍然是投资和贸易的理想地，扮演
着外资进入中国的桥梁这一独特角
色”，他对香港的未来“持续乐观”。

（新华社伦敦6月29日电）

专访

香港与内地教育合作不断加强香港经济稳步发展

从第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的中小企业信贷计划
到成立的总承担额为19亿港元的基金

从2010年设立的支援中小企业信贷融资平台
到2016年的20亿港元的创科创投基金……

香港特区政府不断增加财政拨款
扶持香港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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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应被视为“经典与范例”
——访英国议会上院议员鲍威尔

回顾20份施政报告
“发展”两字被提及2000多次，足见特区政府对发展的高度重视

新华社香港6月29日电（记者
霍小光 陈键兴 赵博）国家主席习
近平29日下午在香港西九文化区
出席《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合
作协议》签署仪式。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
振英、候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陪同
下，习近平见证了香港特区政府政
务司司长兼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
局主席张建宗与故宫博物院院长单
霁翔签署《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
馆合作协议》。

西九文化区是香港重要的文化

建设项目，包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
馆、戏曲中心等 17个文化艺术建
筑。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建成后，
将展出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丰富
香港文化生活。西九文化区管理局
和故宫博物院将在文物展出、人员
培训、人文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

习近平十分关心香港文化艺术
发展，在签署仪式前听取了西九文
化区规划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选
址建设等情况的介绍。他表示，西
九文化区项目是几届特别行政区政
府接力推进的一项重点工程，它的

建成将为广大香港市民提供一个方
便舒适的文化娱乐场所，也有利于
促进香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还将
丰富香港国际都会的文化内涵，增
加中西合璧的城市文化魅力。希望
香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
中西文化交流平台的作用，推动同
内地的文化交流合作。

习近平还观看了两名儿童演唱
粤剧选段，对他们的表演报以掌声，
称赞他们年纪虽小，但演唱很到
位。习近平表示，很高兴看到你们
这么喜欢粤剧，这说明香港粤剧后

继有人，也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具有顽强生命力。回归以来，粤剧
等传统文化在香港迎来了新的发展
机遇。特别行政区政府下了很大功
夫，成立了粤剧发展基金，又在西九
文化区兴建戏曲中心。文艺界老前
辈为保护和传承粤剧殚精竭虑，对
后辈口授身传、提携奖掖。希望大
家珍惜机遇，勤学苦练，多同内地同
行交流切磋，为广大粤剧爱好者奉
献精彩演出，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王沪宁、范长龙、栗战书、王晨、

杨洁篪、张庆黎等参加活动。
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夫人彭

丽媛在梁振英夫人梁唐青仪陪同下
参观了又一村学校。彭丽媛观看了
孩子们开展课室活动，看到孩子们
熟练模拟称重、烹饪、点餐和制作小
寿桃，称赞他们聪明伶俐。

在学校礼堂，孩子们正在进行
文艺表演。彭丽媛观看了儿歌《我
是快乐的小孩子》和舞蹈《荷花舞》
等节目，夸奖孩子们表演得真棒。
彭丽媛说，孩子们是未来的希望，祝
孩子们健康成长。

《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合作协议》签署

习近平出席签署仪式

港股市值
由3.2万亿港元增加至27.9万亿港元
港交所上市公司数目
由619家增至2020家……

在环球竞争激烈、区内经济发
展迅速的形势下，香港
经济发展步伐稳健

截至2016年12月
香港中小企业约有32万家
占香港商业单位总数98%以上
为近130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截至2017年3月
香港财政储备约9360亿港元
为过去20年最高

香港有12所高校

在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
招收本、硕、博学生

在香港高校
就读的内地学生超过1.2万名

超过1.5万名香港学生

在内地23个省（区、市）的233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就读

香港高校培养的内地学生累计约5万名

截至
目前

近年

每年

香港回归20年来
内地200多所高校培养香港学生近7万名

(据新华社香港6月28日电 制图/张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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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

印军越界进入中国领土
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据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记者孙辰茜）外
交部发言人陆慷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
印军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界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他敦促印方立即将越界的印度边防部队撤回边界
线印方一侧。

陆慷说，中方已经明确指出，事件的真实情况
是，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过边界线进
入了中方一侧，印陆军参谋长的表态印证了此前印
度媒体的报道不实。真相是难以持续掩盖的。

“我们再次要求印方遵守历史界约规定，尊重
中国的领土主权，立即将越界部队撤回到边界线
的印方一侧，避免事态越演越烈，陷于更大的被
动。”他说，“这是解决此次事件的前提，也是双方
进行任何有意义对话的基础。”

蒋超良当选湖北省委书记
新华社武汉6月29日电 中共湖北省第十一

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6月29日选举蒋超良
为省委书记，王晓东、陈一新为省委副书记，当选
为省委常委的还有尔肯江·吐拉洪（维吾尔族）、黄
楚平、王艳玲（女）、于绍良、梁伟年、王立山、周霁、
王祥喜、李乐成。中共湖北省第十一届纪委第一
次全体会议选举王立山为省纪委书记，张忠凯、肖
习平、龚举文、李莹（女、满族）为省纪委副书记。

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
主场活动在京举行

据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全国食品安全宣
传周主场活动29日在京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国
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副主任汪洋出席并讲话。他
强调，食品安全关系全国13亿多人的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是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大事。要全面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最严”的要求，坚持德法
并举、法治先行，加强食品安全依法治理，加快形
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共同守护好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这次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对首批创建

成功的市、县进行了命名授牌，并对创建成果进行
集中展示。

远望3号船
完成海上综合校飞
将于下半年执行嫦娥五号任务

据新华社南京6月29日电 （李国利 陈国
玲）远望3号船在圆满完成27天的海上综合校飞
任务后，29日返回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码头。这
次校飞旨在全面检验设备性能、鉴定主战设备的
测量精度，确保船舶按计划形成试验能力并完成
后续试验任务。

据了解，远望3号船将于下半年出航执行嫦
娥五号、北斗三号等6次海上测控任务。

对能通过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保障质量
安全的输水管、泵等19类产品取消事前生
产许可

对与大众消费密切相关、直接涉及人
体健康安全的电热毯、摩托车乘员头盔等
3类产品，实行强制性认证，不再实施生
产许可证管理

经上述调整后，继续实施生产许可证
管理的产品减至38类

同时，对仍需实施生产许可，且量大面
广、由地方管理更有效的饲料粉碎机械、钢
丝绳等8类产品，将许可权限下放给地方
质检部门

目录调整后
取消、转认证、下放幅度达50%

有利于持续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直接为企业松绑、
降低企业的时间成本

香港维多利亚港周边建筑上打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的标语。 新华社记者 秦晴 摄

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管理目录和试行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

促进“中国制造”品质升级
据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

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管理目录和试行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以下简
称《决定》）。按照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
服务改革的要求，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
目录，简化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和审批程序，强化部
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有利
于放宽市场准入、激发社会投资活力、促进“中国
制造”品质升级。

《决定》指出，要进一步调整实施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