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吳凱恩）港人向
來喜歡到內地消費，貪其物價較低及地點鄰
近，過去10年北上消費的意慾更有增無減。政
府統計處表示，港人去年因商務工作及私人旅
遊而前往內地多達7,280萬人次，其中旅遊佔
67%，由10年前的3,836萬人次增至4,878萬人
次，反映港人到內地消費不斷上升。有學者相
信，這反映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日趨緊密。
政府統計處昨日發表《香港統計月刊》，在

最新有關港人北上的專題研究中，指港人去年
因商務工作及私人旅遊，以內地為目的地佔

86%，港人去年到內地多達7,280萬人次，私人
旅遊佔67%，商務工作則佔33%，分別為4,878
萬人次及2,402萬人次。私人旅遊指非業務性
質旅行，包括旅行團及非旅行團形式，目的包
括度假、探訪親友和參加康樂及文化活動。

消費開支達356億元
研究報告指出，選擇到內地旅遊的港人中有

逾50%的目的地是深圳，反映港人喜愛到只有
一河之隔的深圳消費。在2011年，本港居民到
內地作私人旅遊的消費總開支為356億元，人

均消費約為730元，較10年前總開支263億及
690元人均消費為高。當中在內地過夜的人均
開支約為1,000元，平均逗留3晚，而不過夜旅
行的相應開支則約為290元。

交通時間短 學者料人數續增
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表

示，港人一直喜愛到內地消費，因往返兩地的
交通時間較短，使越來越多港人到內地活動及
消費。他稱，現時內地與香港的關係密切，不
少內地遊客以個人遊身份來港，同時港人亦愛
假日到內地消遣，兩地無論是商貿及消費的往
來均十分頻繁，未來兩地的關係會日漸緊密，
港人北上消費只會有增無減。

A2 責任編輯：吳欣欣 2012年7月18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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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昨日舉行今屆任期內最後一次大會。今屆

立法會會期最為社會關注的事件，是極少數議員以

拉布手段騎劫議會，阻撓政府法案的通過，在立法

會歷史上開了一個極惡劣的先例，不僅嚴重損害立

法會的運作及形象，而且將令政府施政更加困難。

新一屆立法會必須盡早研究引入剪布機制，市民也

應積極發聲阻止拉布歪風，新政府更要加強施政成

效，爭取更廣泛民意支持。

過去，立法會議員儘管政見不同，也有拖長辯論

的情況，但沒有使用拉布手段致使議會癱瘓，議案

無法通過。在今屆立法會會期中，少數議員卻肆無

忌憚的利用《議事規則》漏洞，在議會內策動無休

止拉布，令立法會運作幾近癱瘓，大量法案議案囤

積，民生撥款屢受拖延，最終未能在會期內完成所

有法案的審議。審議法案是立法會的職責，議員以

拉布來阻礙法案通過，不但違反了少數服從多數的

民主議事原則，而且對行政與立法關係，對社會的

整體利益都會造成嚴重衝擊。因此，新一屆立法會

必須盡早研究引入機制，防止議員在立法會大會中

打拉布戰。

應該看到，立法會議員的行事作風往往與社會大

環境有密切關係。少數議員肆意煽動議會暴力，以

拉布來癱瘓議會，罔顧市民福祉及外界觀瞻，正反

映社會上的泛政治化之風已愈演愈烈。激進派議員

在現時的比例代表制下，只需要滿足政治光譜中最

偏激支持者的喜好，基本上已可穩奪議席。而所有

反對派議員的配合及縱容，更令他們有恃無恐，將

議事廳作為政治角力場，將所有關係經濟民生的政

策都推向政治風眼。歷史教訓必須記取，過去泛政

治化的環境嚴重影響社會穩定，損害本港的投資環

境，致令經濟不景民生凋敝。社會各界都應攜手遏

止泛政治化的歪風，向議員表達求穩定、求發展的

民意呼聲，並且以手上選票將損害社會穩定的政客

趕出立法會。

少數議員利用拉布騎劫立法會，令多項重要的經

濟民生法案一再受阻，新政府的架構重組法案未能

在會期內通過。立法會變成一小撮議員阻撓政府施

政的舞台，對新政府推動政策也是嚴峻的挑戰。要

突破施政困局，關鍵是政府施政必須更貼近民情，

把準民意，體現出新政府關顧民生的施政風格，以

爭取更廣泛民意的支持。只要政府政策得到市民的

擁護，真正解決到市民所關心的問題，就會對立法

會議員產生強大的民意壓力。日前梁振英提出的五

項民生措施，得到社會各界的肯定，說明民生政策

應是新政府的施政突破點。

(相關新聞刊A1版)

海南省人大常委會昨日通過了關於成立

三沙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籌備組的決

定。三沙市的政權組建正式啟動，具有兩

方面的重要意義：一是以具體的地區行政

管理，顯示中國對南海相關島嶼及海域的

主權和管轄權；二是標誌 中國對南海的

開發、管理和保護開始步入更加規範的正

軌。

中國是最早發現、最早開發經營、最早

管理和管轄南海諸島的國家，並早已通過

海洋立法重申包括西沙和南沙群島在內的

南海諸島屬於中國。中國對西沙和南沙群

島均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三沙市政權組

建程序啟動後，將由選舉產生首屆人大60

名代表，並由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三沙市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市人民政府市

長、副市長，市中級法院院長和市人民檢

察院檢察長，成為中國有實質行政機構的

地級市。這是中國在無可爭辯的領土內行

使主權的應有之義。

南海資源豐富。中國設置三沙市，在相

關群島海域肩負資源開發和管理責任，進

行海洋環境保護工作，亦是主權體現所

在。三沙市管轄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南

沙群島的島礁及其海域，島嶼總面積約13

平方公里，海域面積約200多萬平方公里。

三沙市海域遼闊，須有行政架構和基礎設

施配合，進行管理工作。三沙市政權機構

組建後，進一步完善了西、南、中沙的行

政管理體制，對開發南海資源、保護南海

生態環境有重要作用。三沙市日後可統籌

協調油氣、漁業和旅遊等資源的開發利

用，同時加強漁民生命財產保護。面對越

南和菲律賓的可能侵犯，中國須有充足的

軍事維權力量，設立三沙市可加強所轄島

嶼的戰鬥力，以捍衛領土完整。

為加強南海維權，台灣方面也在距離高

雄港1600公里的南海太平島擴建跑道，供

軍方反潛機和運輸機升降，加強軍事控制

權。兩岸若能聯手，一致對外捍衛南海主

權，確保南海資源為兩岸所用，對台灣的

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台灣當局有條件

採取更多的行動。現在，兩岸在共同維護

釣魚島、南海主權問題上已有默契，今後

應該加強這方面合作。

(相關新聞刊A6版)

議會拉布開惡例 施政為民迎挑戰 三沙市政權組建的雙重意義

免費電視播倫奧 3台傾掂數
有線售200小時節目 無 稱價錢合理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昨午再約見3間
電視台管理層磋商，港協暨奧

委會會長霍震霆亦有出席，並在商談
約7小時後，至深夜終達成共識。蘇
錦樑指出，十分高興並感謝3間電視
台以香港整體市民期望為依歸，讓市
民可透過無 及亞視的免費電視頻道
觀賞4年一度的奧運盛事。他指出，
商業談判有商業考慮，需要時間磋
商，談判過程亦存在困難，3間電視
台均付出巨大努力，令人鼓舞。對於
有指無 在轉播權未有共識前，已接
收奧運的廣告客戶，蘇錦樑指只屬電

視台的商業決定。

無 亞視自選節目播放
據了解，有線將向無 及亞視出售

200小時的奧運節目，包括開幕及閉
幕禮。李寶安不肯透露所涉金額，但
指「價錢合理」，又指兩間免費電視
台可自行揀選節目播放，再聯合製作
奧運節目，在免費頻道播出，形容今
次是「三贏方案」。他又指，由於轉
播權問題而達成共識，毋須再向國際
奧委會尋求協助，亦不會訴諸法律。
今次奧運轉播風波緣於有線電視於

2007年以約1.2億元購入倫敦奧運本港
獨家播映權，但奧委會規定須在本地
免費電視頻道直播200小時賽事。由
於有線遲遲未獲政府批出免費電視牌
照，為符合規定，遂與無 與亞視商
討轉播，但一直未達共識。無 更曾
指有線提出的條件苛刻，拒絕接受，
早前更直接與國際奧委會商討轉播事
宜，並提出支付合理費用播放包括開
幕禮及閉幕禮在內200小時奧運節
目，並會平均分配在無 電視明珠台
及亞洲電視國際台，以雙語播出。

蘇錦樑澄清與發牌無關
有線寬頻今年初曾表示，若政府及

時批出免費電視牌照，將透過奇妙電
視播奧運賽事。
奇妙電視5月發表聲明，批評政府

拖延發牌審批。有指政府遲遲未公布
免費電視牌照安排，導致今日的局
面，蘇錦樑反駁稱，「關於免費電視
牌照申請，是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根據法定框架和既定程序處理，這是
要根據《廣播條例》進行的事件；我
也多次重申，相信行政會議會審慎和
盡快以積極態度處理這件事。這和在
免費電視平台上播放奧運節目是兩回
事。我們希望三家電視台能積極處理
奧運播映權這件事，令市民在這方面
的期望得到滿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本港3間電視台就倫敦奧運轉播

權問題的爭拗，昨日終於解決。有線寬頻、無 及亞洲電視昨在港

協暨奧委會會長霍震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斡旋並談判

約7小時後，終就轉播奧運事宜達成共識，市民終可在免費電視台

觀賞奧運賽事。電視廣播集團（無 ）總經理李寶安指出，無 及

亞視將以一筆合理費用向有線購買包括開幕及閉幕禮在內的200小

時奧運節目，並可自行揀選及製作，於免費電視頻道播放。蘇錦樑

表示，對3間電視台以市民期望為依歸，最終達成共識感到鼓舞。

去年北上旅遊4878萬人次 逾半赴深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吳凱恩）

港人北上工作已成趨勢，從2002年的
1,724萬人次，增至去年的2,402萬人
次，升幅39%。有學者表示，香港過
去10年與內地的關係愈見緊密，商業
往來更見頻繁，隨 兩地經濟發展，
港人到內地工作的趨勢必定繼續增
長。有人力顧問表示，現時北上工作
的行業主要是金融、管理、推廣及物
流等。

去年2,402萬人次為商務北上
隨 內地經濟迅速發展，北上工作

漸成趨勢。政府統計處昨日出版的
《香港統計月刊》中，發表有關去年港
人北上旅遊的消費開支的專題研究。
研究指出，去年港人因商務工作而到
中國內地的人次多達2,402萬，較10年
前的1,724萬人次增加39%，反映港人
因工作到內地的次數增加，香港與內
地的商貿往來越來越密切。

學者：CEPA等措施促兩地融合
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鍾劍華表示，香港與內地近10年的關
係愈見緊密，自推出個人遊及《更緊

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的措施
後，兩地關係漸趨融合，商貿往來增
加，他估計香港將會更依靠內地的發
展，促成更多商貿合作。他續稱，隨
兩地經濟逐步發展，相信內地與香

港的商貿往來只會持續增長。
中原人力資源顧問董事總經理周綺

萍表示，現時港人北上工作成風，各
行各業的人才都北上發展，但主要以
金融、管理、推廣、物流等為主，亦
有從事科技、會計、設計等的行業需
要到內地公幹。她續稱，自從CEPA推
行後，香港有不少公司北移、亦有公
司到內地設廠，造就不少港人到內地
發展的機會，相信港人到內地工作是
未來數年的大趨勢。
周綺萍表示，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

經濟體系，自香港回歸後，香港及內
地的經濟交換愈見頻繁，加上現時外
圍經濟疲弱，令商貿機會減少，港人
較過往更願意到內地工作或公幹，尋
求發展機遇。
她又稱，內地近年開放商貿市場，

令外貿及港資湧入內地，因港人較熟
悉內地文化、又有國際視野，不少內
地公司偏向聘請港人。

過去10年港人北上人次
年份 整體人次(萬) 商務工作人次(萬) 私人旅遊人次(萬)

2011 7,280 2,402 4,878

2010 7,270 2,399 4,871

2009 7,060 2,189 4,871

2008 7,030 2,390 4,640

2007 6,970 2,300 4,670

2006 6,580 2,237 4,343

2005 6,280 2,261 4,019

2004 5,970 2,090 3,880

2003 5,260 1,841 3,419

2002 5,560 1,724 3,836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吳凱恩

港人北上公幹 10年升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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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新政府上場後
公布的房屋政策，
無 意打壓樓市，

市場對梁振英及樓市投
下信心一票，地產股揚
升，帶動 指昨升333
點，地產指數更急升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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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局主席伯南
克出席國會聽證會
時承認，美國近期

經濟數據令人失望，預
計失業率未來只能龜速
回落。他揚言局方已準
備好為振興經濟推出新
的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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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大常委會
昨通過籌組成立三
沙市第一屆人民代

表大會，標誌 三沙市
的組建正式啟動。而三
沙市政府所在地的西沙
永興島，再成為人們關
注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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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營盤東邊街「長
命斜」近3個月接
連發生3宗貨車溜

後意外！繼上周末有貨
車溜後撞毀2店，昨再
有貨車上斜期間溜後撞
毀店舖，險撞死4名婦
孺。

詳刊A24

港
聞貨

車
溜
後
撞
店

東
邊
街
長
命
斜

羅兵咸永道調查
指，在內地的181
家外資銀行於2011

年的盈利總額創歷史新
高，達167.3億元人民
幣，較上年增長1.15
倍。多數外資銀行均對
內地前景持樂觀看法。

詳刊B1

財
經持

續
看
好
內
地

外
資
銀
行
大
賺

下次攪珠日期：7月19日

頭獎：無人中

二獎：$454,980 (4注中)

三獎：$59,180 (82注中)

多寶：$20,342,980

版 面 導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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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第12/082期) 攪珠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