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內地十一黃金
周首6日有約92萬人次訪港，旅遊業議會料整個
黃金周人數可按年大升10%，認為香港吸引力仍
在。總幹事董耀中昨日表示，雖然內地團來港數
目按年跌40%，但留意到旺區擠迫情況有改善，
認為禁止零團費及強迫購物的《旅遊法》發揮作
用，旅客會以個人遊方式分流到其他地方遊覽，
令其間只接獲小量內地旅客投訴。此外，旅遊業
議會昨日通過增加外遊旅行團服務費，每日建議
加幅上限為10元至20元。

今年國慶內地實施《旅遊法》，成功打擊強迫

購物的零團費旅行團，但亦間接減少內地團訪
港數量。董耀中昨日表示，雖然今年黃金周首6
日，已有約92萬內地旅客人次訪港，預計整個
黃金周人數可按年上升10%，但同時內地旅行
團來港數按年跌40%，當中購物團更由過往佔
整體80%，減至今年只有約20%，相信與內地
實施《旅遊法》有關。

僅獲小量投訴 分流改善擠擁

他認為，《旅遊法》在協助內地出境遊健康發
展上發揮作用，旅議會在黃金周期間，只接獲小

量內地旅客投訴，主要與自費活動有關，會方調
查後會交內地部門跟進。他又指，今年內地旅港
人數雖然增加，但本港多處擠擁情況已較去年改
善，旺角、銅鑼灣等地更有明顯改善，認為純玩
的內地客會自行分流到其他地方遊覽，相信香港
仍然可吸引內地客以個人遊方式來港。

下月起增外遊小費上限

另外，旅遊業議會昨日通過增加外遊旅行團服
務費，每日建議服務費上限，加幅10元至20元，
下月1日生效。東南亞國家及地區、台灣、韓國

及新加坡的旅行團，服務費由80元加至100元；
日本印度上限為120元；歐洲及北美洲等則由120
元加至140元；廣東省加至60元，內地其他省則
增至80元。

9年無調整 料無損客量

旅遊業議會主席胡兆英表示，服務費過去9年
沒有調整，今次調整後，平均每名團員付出的服
務費，大約增加100元，相信不會影響客量；議
會亦有指引將得益攤分給領隊、導遊、司機和後
勤員工。董耀中則認為，調升服務費有助吸引更
多人加入旅遊業，提升服務質素。

旅遊業僱員總會對增加旅行團小費表示歡迎，
期望新收費能增加領隊的收入，並要求議會制定
有效措施，確保領隊可以得到應有的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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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馬尼拉人質慘劇，特首梁振英前日與菲律賓總

統阿基諾三世會面，雙方同意就事件展開正式商

討。馬尼拉人質事件取得進展，體現中央對港的支

持。菲律賓當局在事件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香

港要求菲方道歉、賠償、懲處和保證類似事件不再

發生，合情合理合法，而且態度理性溫和。菲方應

顧及香港的感受，勿把溫和當軟弱，必須給香港一

個滿意的答覆。讓事件拖延下去，只會影響雙方關

係。

馬尼拉人質慘劇發生至今已有3年，特區政府及

人質事件傷者和死者家屬，不斷要求菲律賓政府交

代事件，及回應家屬有關道歉賠償等訴求，可惜一

直不得要領。借今年APEC會議的機會，特首梁振英

要求與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會面討論事件。梁特

首在會議期間與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時也反映了有

關死傷者家屬的訴求，習近平即場指示中央有關部

門跟進事件，中國外交部受命敦促菲律賓政府高度

重視香港人質事件受害者家屬要求和關切，最終獲

得菲方正面回應。梁振英與阿基諾三世會面後，雙

方同意特區政府高級官員與菲律賓政府部長級官員

就人質慘劇展開正式商討，菲方並會派出駐港總領

事或司法部部長與事件死者家屬、傷者會面。人質

慘劇處理取得進展，再次顯示中央對香港的支持、

關懷。

人質慘劇造成港人8死7傷，香港市民及輿論強烈

要求菲律賓當局要為事件道歉及賠償。阿基諾卻堅

稱，事件只有槍手一個人需要負責，根據菲律賓的

文化，政府不會就其他人的犯錯道歉。這明顯是在

為菲政府開脫。眾所周知，如果不是菲政府處理手

法拙劣魯莽，人質慘劇本來完全可以避免，或不會

造成港人人命嚴重傷亡，這根本是菲律賓政府處理

失誤所造成，其負有的責任不容否認。香港要求菲

律賓政府作出正式的道歉、賠償、懲處失職者、保

證同類事件不再發生，天公地道，是最基本、最正

常的要求，毫不過份，菲律賓政府必須給予正視。

事件擾攘3年，雖然菲律賓政府反應冷漠，但是

本港對菲律賓還是保持理性溫和的態度，儘管在外

傭、旅遊政策掌握可利用的優勢，但本港並無採取

強硬的制裁措施向菲方施壓。菲律賓政府應該以維

護雙方友好的大局出發，妥善處理事件，給予受害

者及其家屬真誠的道歉和合適的賠償，令事件早日

圓滿解決。如果繼續坐視不理，令矛盾激化，難免

損害香港與菲律賓的關係，希望菲律賓當局能作出

明智的抉擇。 (相關新聞刊A2版)

港大昨日公布第四季宏觀經濟預測，預

期全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GDP）增長為

3.4%，只為年初預測範圍3.5%至4.1%的下

限。其中，實質GDP增長主要由本地需求支

持，貢獻達3.8個百分點，外需則拖累0.4個

百分點。事實上，內地經濟穩步發展，為

本港經濟帶來良好機遇和強勁內需，支撐

本港實體經濟。目前外圍環境仍存在不明

朗因素，本港需加強與內地經貿聯繫，發

揮自由行效用，確保實體經濟增長。政府

亦應密切留意美國退市走勢，未雨綢繆，

減低外圍與日俱增的經濟風險。

自由行措施推行至今已達10年，成功為

本港注入強勁消費動力，抵抗多次經濟低

潮。國慶黃金周長假期日前結束，內地訪

港旅客近100萬人次，當中便以自由行旅客

佔大多數。訪港自由行客量大增，有利釋

放購買力，商戶普遍錄得生意增長，高價

鐘錶及智能產品銷情尤佳，消費氣氛明顯

改善。本港內需增長強勁，為香港實質GDP

帶來重大貢獻，自由行旅客消費力對香港

經濟功不可沒。政府未來仍應繼續發揮自

由行帶動本港內需的效益，確保實體經濟

增長。

雖然美國聯儲局未如預期在上月退市，

香港低息環境仍持續一段時間，但美國不

能長期依靠量寬支撐經濟，市場仍預期聯

儲局明年退市。受聯儲局可能退市的消息

影響，必然為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系帶來

波動，外圍經濟不明朗因素正在加強，香

港作為外向型經濟體，也是東亞地區經濟

體的貿易樞紐，無可避免受到拖累。美國

一旦退市，熱錢隨時流走，會對本港樓市

和經濟體系造成衝擊。政府擴闊經濟基本

面的同時，也要密切留意外圍環境不明朗

因素，在經濟環境逆轉之前未雨綢繆，及

早採取措施，應對低息經濟環境逆轉的風

險。

港大報告提到，內地經濟持續增長支持

本港經濟穩步復甦。當前內地經濟穩中向

好。特區政府應加強與內地省市的協作，

積極部署各項產業上的配合，把握內地經

濟發展的機遇，香港各行各業、各階層市

民都會受惠。 (相關新聞刊A3版)

人質慘劇 菲必須道歉賠償 內地持續增長 支持本港經濟

鐵甲奇俠與迪園客並肩作戰
「總部」2016年底在港啟用「明日世界」辦「史達科技展」

電影大賣吸金 創港票房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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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議會料黃金周訪港客升1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面對上海迪

士尼將於2015年落成，加上近年亞太區多個主

題公園相繼開幕，本港迪士尼為了增加競爭

力，昨日宣布將會興建以「鐵甲奇俠」為主角

的新設施，模擬「鐵甲奇俠」在樂園內舉辦

「史達科技展」，旅客可以觀賞到史達科技的發

明，更可於「鐵甲奇俠總部」與「鐵甲奇俠」

在香港上空並肩作戰。華特迪士尼主席湯世德

昨日表示，這次擴建投資額由樂園自行支付，

預期新設施於2016年底落成後，可為樂園帶來

更可觀的收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香
港迪士尼於2005年9月12日正式開幕
後，為了令旅客保持新鮮感，於2009
年宣布樂園擴建計劃，以62億港元興
建「灰熊山谷」、「迷離莊園」及

「反斗奇兵大本營」3個全新主題園
區，並相繼於2011年至2013年落成，
令樂園總面積擴大23%，各種遊樂設
施及娛樂體驗增加至逾100個。

4年前蝕逾29億後轉盈

香港迪士尼樂園佔地126公頃，是
全球第五座及亞洲第二座迪士尼樂
園。香港政府於1999年開始與迪士尼
進行興建香港迪士尼樂園的談判，雙
方於同年10月31日達成協議，並於
2005年9月12日正式開幕。但是在開
始營運以來，營業額一直未如理想，
香港迪士尼於2010年首次公開營運數
字，於2008年至2009年度共虧損逾29
億港元，之後每年都在收窄虧損。直
至2012年公布2010年至2011年度營業
額，入場人數創下670萬人次新高，
收入為42.72億港元，扣除成本33.96
億元，純利為1.09億港元，為開業7年
來首次獲利。

香港迪士尼成功轉虧為盈，與興建
3個全新園區有密切關係，香港政府
與迪士尼於2009年就樂園擴建達成協
議，迪士尼以股本形式注資62億港元
增設3座主題園區，包括「灰熊山
谷」、「迷離莊園」及「反斗奇兵大
本營」，分別於2011年至2013年分階
段開放，令樂園總面積擴大23%。為
了保持樂園的長遠競爭力，迪士尼決
定將5億港元盈利放入下一輪擴建工
程，包括增加遊樂設施、餐飲零售及
後勤設施，園外則會興建酒店、購物
區及長途車站，用以配合港珠澳大橋
落成後所帶來的商業機會。

香港迪士尼早前宣布將會興建以「漫威」為主題的
新遊樂設施，但對於新設施採用「漫威」角色為

主角，一直都未有定案。華特迪士尼樂團及度假區主席
湯世德昨天來港揭開謎底，由近年在全球極受歡迎的

「鐵甲奇俠」跑出，成為香港迪士尼新設施的主角。

港街頭與東尼合力打外星人

有別於之前擴建的「反斗奇兵大本營」、「灰熊山谷」
及「迷離莊園」，今次計劃並非如之前所指的新園區，
而是在現有園區「明日世界」內擴建有關新設施，模擬

「鐵甲奇俠」東尼史達在「明日世界」內舉辦「史達科
技展」，旅客可以親眼看到「鐵甲奇俠」裝甲的演變過
程，以及史達其他科技發明；遊樂設施「鐵甲奇俠總部」
會以香港為背景，讓旅客與「鐵甲奇俠」在香港上空及
街頭並肩作戰，對抗外星侵略者，並會設有主題商店，
售賣與「漫威」及「鐵甲奇俠」相關的產品。新設施是
香港迪士尼樂園獨有的新設施，預計2016年底啟用。

港迪園全數負責興建費用

香港迪士尼去年正式轉虧為盈，對於這次新擴建計劃
會否需要向香港政府貸款，湯世德沒有透露涉及的投資
額，但認為香港迪士尼自3個新園區正式落成後，入場
人次有可觀的增幅，所以今次新擴建計劃毋須向政府貸
款，而是由香港迪士尼全數負責興建費用，相信有足夠
吸引力為樂園帶來更多人流。湯世德強調迪士尼不會停
止擴建的步伐，會不斷為園區加入新創意。另外，他又
指，知道香港對酒店有需求，所以將會興建第三間主題
酒店。

未提加價 確保「物超所值」

上海迪士尼預計將於2015年落成，湯世德對於兩個樂
園的前景非常有信心，他認為要令到上海迪士尼成功，
必須先令香港迪士尼取得成功，「有很多例子證明，一
個樂園能夠成功，同時亦會帶動另一個樂園發展，所以
上海與香港兩個樂園能夠相輔相承，發揮各自的優
勢」。對於有旅客擔心興建新設施會令票價繼續上升，
湯世德不透露未來會否加價，但強調樂園會令旅客覺得
票價是物超所值。

香港迪士尼今次採用「鐵甲奇
俠」為新設施的主角，主要是由

於近年《鐵甲奇俠》及《復仇者聯盟》電影大熱，其中
《鐵甲奇俠3》是本港史上第三高票房電影，創下多項本
地票房紀錄，包括最高開畫首周末票房、最高單日票房
等。而《復仇者聯盟》全球票房達15.1億美元，是史上
第三高票房電影，僅次於《阿凡達》和《鐵達尼號》。

「鐵甲奇俠」於1963年在漫畫“Tales of Suspense”第
三十九期首次登場，一直都有其固定市場，漫威娛樂於
2008年推出電影《鐵甲奇俠》，全球票房達5.817億美
元，為續集及其後的《復仇者聯盟》打下基礎。華特迪
士尼於2009年以42.4億美元收購漫威娛樂後，先後於
2010年推出《鐵甲奇俠2》、2012年推出《復仇者聯

盟》，以及於2013年推出《鐵甲奇俠3》。

《鐵甲奇俠3》獲港史上第三高票房

《復仇者聯盟》全球票房達15.1億美元，是史上第三
高票房電影，僅次於《阿凡達》和《鐵達尼號》。同時
電影亦創出19天內衝破全球10億美元票房的輝煌成績，
在香港亦有1,230萬美元票房收入，是本港史上第四高
票房。而《鐵甲奇俠3》全球票房達12.1億美元，是史
上第五高票房，在香港票房更超越《復仇者聯盟》達
1,360萬美元，是本港史上第三高票房電影，另外亦創
下多項本地票房紀錄，包括最高開畫首周末票房、最高
單日票房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維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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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館內，旅客可看到「鐵甲奇俠」裝甲的演變過

程，以及主人翁其他科技發明。 迪士尼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