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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

李飛昨日抵港時表示，這次訪港免不了涉及基本

法及政改問題，樂意跟大家交流。律政司司長袁

國強與李飛見面後表示，雙方談到政改問題，他

指出政改唯一框架是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的決

定。針對反對派指李飛來港交代政改的框架是

「鳥籠普選」，袁國強強調絕對無「鳥籠」。事實

上，2017年特首普選成敗的關鍵在於是否依法辦

事，而這個「法」就是基本法及人大決定。如果

香港一些人硬要離開普選的法律規範另搞一套，

搞公民提名等不符合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方案，

甚至以「提前佔中」要脅特區政府和中央，就必

須承擔葬送和扼殺香港普選的全部責任。

李飛在諮詢之前訪港跟社會各界交流，約見不

同團體和人士，其中包括反對派人士，顯示中央

重視各方意見，再次展現中央落實普選的決心和

誠意，也有利於將政改諮詢納入基本法和人大決

定的法治軌道，確保普選能夠順利落實，避免走

彎路。然而，反對派卻聲稱李飛來港是想以法律

為名，將「鳥籠政治」框架加諸港人身上，封殺

「公民提名」建議，公然指「所謂法律意見，其實

就係唔想香港有真普選」。反對派將基本法視為

「鳥籠」，將所謂「真普選」凌駕於基本法之上，

這不僅是對法治的蔑視和踐踏，而且必然葬送特

首普選。

基本法是特區一切權力的來源和所有制度的根

基，特首的普選辦法必須受到基本法的規範。根

據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有關決定，制定普選辦法的

規範包括：一要符合基本法的根本宗旨和立法目

的，尤其要符合基本法關於政治體制規定的原

則，必須尊重中央對普選問題的主導權和決定

權；二要符合基本法第45條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

關決定的具體規定，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委員會

參照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

成；三要正確理解和堅持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規定

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制度，由提名委員會實行機構

提名產生特首候選人；四要符合基本法附件一第

七條及其有關解釋的規定，特首普選辦法必須嚴

格按照「五步曲」法定程式制定。制定普選辦

法，只要遵循已定的法律規範，特首普選是不難

落實的。但如果離開法律規範，普選就必然走彎

路甚至走上絕路。　

反對派如果堅持要爭取違反基本法和人大決定

的「真普選」，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將特首普選引入

絕路的「假普選」。他們必須對由此產生的嚴重後

果承擔全部責任。

油尖旺區議會昨日大比數通過縮減旺角行

人專用區開放日數。縮減行人專用區開放日

數，將減少噪音、堵塞等滋擾，保障當區居

民的利益，但導致街頭表演空間被壓縮的問

題亦值得關注。街頭表演增添社區文化娛樂

氣息，不應過分被視為擾民行為，本港亦不

乏適合街頭表演的場地，當局應透過規範化

管理引導的途徑，為街頭表演拓展生存空

間。

街頭表演是一種平民化的公共藝術，在世

界各地普遍存在。但是，本港城市人煙稠

密，油尖旺等街區的人流密集度更冠絕全

球，在這些地區的行人專區長期進行街頭表

演，難免會造成人流聚集阻礙交通，以及噪

音滋擾等問題，不僅令設置行人專用區改善

人流提高交通安全失去意義，更令當區居民

不勝其擾。如何在街頭表演和居民利益之間

求取平衡，是兩難問題。民政事務總署所作

的問卷調查顯示，八成受訪者贊成縮短行人

專區開放時間。因此，縮減行人專用區開放

日是回應當區居民的訴求，同時保留周末、

日及公眾假期開放，兼顧了街頭表演的需

要，算是合情合理、兩相平衡的安排。

當然，新措施大幅縮減行人專用區的開放

時間，在街頭表演者眼中絕非佳音，認為將

大大扼殺表演機會，香港的街頭表演可能從

此走入歷史。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市，有需

要保留街頭表演，為社會添加多元化的文化

氣息，讓市民有更多近距離接觸藝術的機

會。因此，政府不應過分放大街頭表演所造

成的阻街、噪音等負面效應，而從更積極的

態度培育引導街頭藝術的健康發展。當局可

以劃定表演的範圍、設定音量上限，以及實

行公平、公正、公開的街頭表演發牌制度，

使得表演規範化。

目前街頭表演集中在旺角行人專用區，主

要是場地管理上未能配合。其實本港不少地

區都適合街頭表演，例如一些海濱長廊，附

近的居民不多，同時亦有不少市民及遊客遊

覽。政府應該充分利用這些有利的公共空

間，包括日後的西九文化區，劃出部分地段

供街頭表演者使用。每個區議會最清楚本區

有何地方適合供街頭表演所用，政府亦應與

區議會合作，增加街頭表演的活動空間，又

能提高每個區的吸引力，收到一舉兩得的效

果。 (相關新聞刊A21版)

普選成敗關鍵在於是否依法辦事 規範街頭表演 拓展娛樂空間

給打工仔一個「清袋」理由
睇好低資升荷包現金增 百貨業各推優惠谷旺聖誕

佳節報團理想「豪遊」長線團大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沚芊）不少打工仔會趁聖

誕和農曆新年的長假期外遊。有旅行社表示，今年

聖誕旺季的團費加幅尚算溫和，華東地區的團費甚

至較去年同期低平均10%。但由於港人願花錢享

受，貴價豪華團近年相當受歡迎，如聖誕期間的北

歐、北海道等長線團迅即額滿。永安旅遊行政總裁

梁港蘭強調，市場轉變，現時應以高質素的產品吸

引旅客，故會推出如團費高至近3萬元的張家界7天

團，就請來《國家地理雜誌》攝影師帶團拍攝。梁

港蘭又指去年業務表現理想，預測明年團費會維持

5%至8%的正常加幅。

梁港蘭昨日表示，今年聖誕的報團情況理想，現

時東南亞、中國內地的聖誕旅行團報名情況亦逐漸

增加，旅行社已安排包機及加班機，應付熾熱的外

遊需求。

永安旅遊中國線旅遊部助理總經理冼佩芳補充，

整體中國內地聖誕檔期的團費，跟2012年同期對

比，不升反跌，因為內地酒店業要追回今年第二季

的業績不理想，故未有趁聖誕旺季加價，當中，華

東地區的團費更下調15%至18%，北京團費亦降低

了10%。

旅社聘名影師領團吸金
梁港蘭又指，香港的旅遊市場發展成熟，旅遊產

品眾多，不應以「價格戰」競爭，反而旅行團應為

旅客帶來旅遊新元素，例如他們會邀請《國家地理

雜誌》資深攝影師，率領旅客前往湖南張家界拍攝

的7天團，團費約3萬元，反應理想；亦會推出以高

級及豪華為主調的旅行團，如南極洲36天郵輪假

期、杜拜的豪華團、東南亞米芝蓮美食豪華團，以

滿足追求高質素的客群。

港人熱愛新事物，梁港蘭提議加設如中南半島、

埃塞俄比亞、中東伊朗等嶄新旅遊線路；就高鐵列

車深圳前往福建廈門線即將投入服務，可增設廈

門、金門等旅遊點。

貴團機位少 易滿額正常

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胡兆英表示，因貴價團的機

位有限，較容易額滿實屬正常。而旅行社面對網上

預訂酒店及機票網的競爭，必須創造自己的獨特性

來吸引客路，不管是開辦豪華團、冷門旅遊景點、

新興的郵輪假期等，都是旅行社可考慮的方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內地於十一黃金周首
日起實施《旅遊法》，杜絕「零團費購物團」，隨即令
內地訪港旅客的旅遊模式「大執位」。海洋公園公共
事務總監劉毓敏昨日與傳媒聚餐時表示，素來內地客
佔總客量50%的海洋公園首當其衝，團隊訪客人次按
年下跌30%；反之，在10月的萬聖節「哈囉喂」全日
制的加持下，令非團隊訪客（包括本地旅客及內地跨

境遊旅客）的入場人次上升。兩大因素拉上補
下後，海洋公園10月錄得99萬入場人次，較去
年的97萬微升2%，人均消費額亦有上升。

劉毓敏相信，內地旅客需要一年半載消化
《旅遊法》帶來的波動，坦言若公園11月入場
人數可以平去年紀錄，已是不俗。她強調，公
園「海洋酒店」項目，及於明年6月及12月，
分別開啟鯊魚館及樹熊館的計劃，會如常進
行。

下月「海底聖誕」餐飲額料增12%

為吸引更多遊客，海洋公園在下月推出以
「海底世界」為主題的「聖誕全城Ho Ho
Ho」。公園內會擺置銀光閃閃的珊瑚聖誕樹，
配以海洋生物裝飾作點綴，營造歡欣的聖誕氣
氛。公園亦會推出具海洋特色的聖誕大餐，包
括以芋蓉及火雞砌成的深海龍蝦、以忌廉泡芙

砌成的海龍王等。公園餐飲部高級營運經理李國樑預
計，今年聖誕節期間的餐飲營業額，將較去年同期增
長12%。

此外，海洋公園亦向港人大派 數，由即日起至下
月20日，小童及全日制學生在公園網站購買入場門
票，可享5折及7折優惠。另外，由即日起至下月31
日，購買智紛全年入場證更可獲14個月有效期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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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廣盛) 半
年一度的「一田購物優惠日」每
次都吸引到大量市民蜂擁而至，
今年除了以往沙田、大埔和新蒲
崗店外，7月才新開幕的荃灣店都
有舉行「優惠日」。4間店中，仍
然以沙田店最為「墟 」，未開門
已有逾2,000人在門外排隊輪候。
排第二位的駱先生表示，昨晨6時
半已到來排隊，預算花費1,000多
元，為家人和朋友購買多套床單
及零食。

限量行李箱床品套裝掃清
由於輪候的人數眾多，各店舖

都提早15分鐘於8時45開門，輪候
的市民馬上瘋湧到店內搶購限量
的特價貨品。其中特別從日本引
入手機即時通訊應用程式「line」
公仔的行李箱(限售100個，每個售
699元)和床品套裝(限售200套，每
套售399元)大受歡迎，不消兩小時
就被搶購一空。

「line」公仔粉絲趙小姐就用了
3,000多元大手購入了5套「line」
床品套裝及兩個「line」行李箱。
她表示，今次是首次光顧「一田
優惠日」，是為了「line」而來，床
品套裝會送給家人使用。

「優惠日」的另一個「戰場」就
是超市，沙田店超市在開舖後馬上
擠滿顧客，擠擁程度好比「沙丁魚
罐頭」，連領取購物車都要排上10
至20分鐘。不少顧客都「大出
血」，花上逾千元買入特價食品，
當中急凍食品如海鮮、凍肉等最受
歡迎。崔小姐就在超市購買了
2,000多元食品，包括日本豉油、
牛扒和雪藏急凍帶子等。她表示，
在購買前已執空雪櫃來迎接新貨。
她續說，今年的人多得誇張，排隊
結賬就等了一個半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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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廣盛) 本港零售市場增長

步伐放緩，今年9月零售銷售貨值按年升5.1%，

遠低於8月的8.1%；銷售貨量升幅也收窄到

4.9%，兩者均為今年來最小增幅。然而，各大百

貨公司趁現時正踏入聖誕消費季節，紛紛舉行為

期多天的「優惠日」，並錄得不俗的成績。日式生

活百貨公司一田百貨行政總裁莊偉忠表示，對該

類活動的營業額感到相當樂觀，因為最低工資在

今年5月調升至每小時30元後，不少打工仔的現

金流其實都有所增加，「優惠日」正正可以給予

他們一個「理由」去消費。莊偉忠更預計，年底

零售市場會有所復甦。

三大名店「利誘」搶客

正當本港零售市道被大家看淡，各大百貨公司卻相繼舉
行優惠日吸客，更錄得不俗的成績。崇光銅鑼灣店「感謝
周年慶」上周五開始，當日萬人空巷的情況被網民揶揄為

「喪屍遊戲」的宣傳片，更惹來區議員擔心，若前排位置
有人跌倒，可能致骨牌效應造成多人受傷。裕華國貨本周
三開始的「感謝貴賓日」同樣吸引不少市民前往掃貨。一
田百貨的「購物優惠日」則於昨天展開，截至昨午5時，
沙田店的營業額就上升27%，當中超市營業額更急升
40%，一田更預計4天「優惠日」人流會高達120萬人次。

零售市道料年底復甦

莊偉忠解釋，自今年5月最低工資調升至30元後，不少
打工仔的現金流都有所增加，「優惠日」正好給予他們一
個「理由」將賺多的錢去花費。被問及零售市場的前景，
他表示，受到日圓匯價下跌影響，部分貨品價格亦下調，
尤其下月是聖誕假期，故對年底市道感樂觀，「雖然零售
數據顯示市道轉趨疲弱，但一田今年的銷情仍然不俗，頭
10個月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上升19%」。他預計，年底零售市
場會復甦，一田第四季營業額會按年上升30%。

由於今年業績理想，莊偉忠指公司會與員工分享成果，
春節後會按表現加薪，平均加幅起碼5%，並發放兩個至三
個月花紅。另外，他又透露，明年第四季計劃在九龍區開
多一間分店，投資額高達5,800萬元，主打年輕人市場，包
括售賣零食，另構思未來在港島區開設分店。

■海洋公園將於下月推出以「海底世界」為主題的「聖誕全

城Ho Ho Ho」。 劉雅艷 攝

■沙田店超市非常擠迫，每個角落都出現人貼人情況，顧客寸步難移。 陳廣盛 攝

■崔小姐在超市購買了2,000

多元食品，包括日本豉油、

牛扒和雪藏急凍帶子等。

陳廣盛 攝

▲趙小姐就用了3,000多

元大手購入了5套床品套

裝及兩個行李箱。

陳廣盛 攝

▲

莊偉忠認為「優

惠日」給打工仔一

個 「 理 由 」 去 消

費。 陳廣盛 攝

■排第二位的駱先

生昨晨6點半已排

隊。 陳廣盛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