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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賠償中威公司在二戰期間遭受的財產損失，中國
有關法院日前對日本商船三井公司涉華訴訟採取了強
制執行措施，成為中國民間對日索賠中首宗勝訴並進
入強制執行階段的案件。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昨
日聲稱，這一事件動搖了日本和中國關係正常化的根
基，必然導致中國所有日資企業縮小業務。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秦剛指出，該案是普通商事合同糾紛案，與
中日戰爭賠償問題無關，中方堅持和維護《中日聯合
聲明》各項原則的立場沒有變化。事實上，《中日聯
合聲明》宣佈放棄戰爭賠償要求，只是國家賠償部
分，並沒有放棄中國人民以個人名義行使向日本要求
賠償的權利。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合情合理合法，日本
不應以混淆視聽的言論抵賴和逃避責任。

是次中國法院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及申請人的合法
權益，扣押三井貨輪，這無可爭議，也是理所應當
的。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造成巨大災難，使中國軍民
傷亡達3500萬人，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直接經濟損
失達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超過5000億美元。如
果把日本對華侵略追溯到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
對中國侵略開始算起，那麽中國遭受的損失更是無法
計算。中威船案與中日戰爭國家賠償問題無關，該案
僅僅是日本三井公司對中威公司實際造成的經濟損失
承擔侵權賠償責任。

中國政府雖然在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中宣佈
放棄戰爭賠償要求，但所放棄的只是國家賠償部分，
絕沒有代表民間受害者放棄其個人的索賠要求。1995
年3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在全國人大會議上
表明了中國政府的嚴正立場：「《中日聯合聲明》並
沒有放棄中國人民以個人名義行使向日本政府要求賠
償的權利。」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法發展的一
個重要趨勢就是將「國家賠償」與「受害賠償（民間
賠償）」區分開來，戰敗國除了對戰勝國作出傳統意
義上的國家賠償外，還須對因戰爭導致參戰國平民及
其財產遭受的損失作出受害賠償。從國際法的角度分
析，日本政府拒絕賠償是與法律的公平正義原則相悖
的。

中國民間團體，特別是個人的受害賠償沒有得到妥
善的解決，這是中日間最大的戰爭遺留問題。但是，
日本對遺留問題一直保持不正視歷史的惡劣態度，特
別是近年來，日本有一股翻案逆流，美化侵略戰爭的
言行愈演愈烈。對此，從1939年提出訴訟請求開始，
中威公司陳家三代人都為這場曠日持久的訴訟耗盡心
力，他們用自己的訴訟行動告訴世人，更告訴日本國
內那些妄圖為歷史翻案的人：歷史不容歪曲和抹殺，
民間對日索賠合情合理合法，日本政府勿抵賴逃避。

（相關新聞刊A5版）

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合情合理合法
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因救生員集體請

病假，導致不夠人當值，昨晨開放中途
一度關閉 4 小時。實際上，救生員集體
請病假，是一種變相工業行動或變相罷
工。作為政府員工，救生員應盡忠職守
為市民服務，勞資有矛盾應協商解決，
不應以公眾利益為籌碼作為要脅政府的
手段。

維園泳池救生員分2更當值，2更共有
30名救生員，每更如果不足9名救生員
當值，泳池就要暫停開放。昨晨最少有
10名救生員集體請病假，由於救生員當
值人數不足，為保障泳客安全，維園泳
池要暫時關閉。顯然，昨晨若不是有救
生員集體請病假，維園泳池就無須暫時
關閉。救生員集體請病假，就是一種變
相工業行動或變相罷工。這種無視公眾
利益的行為應該受到批評。

康文署就事件對公眾造成不便致歉，
指出不時就轄下康體設施救生員人手安
排事宜與員工溝通，署方去年已成立工
作小組，邀請員方代表提供意見，檢討
人手安排。署方會與員方保持溝通，解

釋署方立場，盡量不影響對公眾的服
務。康文署又稱救生員因病缺勤時，會
召喚休班同事及拯溺總會的義務救生員
協助。維園泳池去年10月亦曾有救生員
不滿長期人手不足，不滿康文署以駐場
拯溺總會義工做替更，集體請病假抗
議。如果這種集體請病假抗議成為慣
例，值得擔憂。康文署已不時就轄下康
體設施救生員人手安排事宜與員工溝
通，港九拯溺員工會為什麽要支持員工
採取以公眾利益為籌碼的抗議手段呢？

斥資 8 億港元興建的維多利亞公園新
泳館於2013年9月中啟用，新池可容納
多達2500名觀眾，屬全港之冠。泳池設
備均符合國際賽事要求，除有以太陽能
供電的暖水池外，泳池的池底及浮橋均
可自由調校，適合舉辦跳水、長短池游
泳等大型賽事。但是，維多利亞公園游
泳池儘管硬件設施一流，管理員工的軟
件卻大成問題，員工動輒集體請病假，
導致不夠人當值，令一流的硬件設施不
能充分發揮作用。如何改善軟件管理，
值得政府重視。 （相關新聞刊A8版）

救生員變相罷工損害公眾利益

A3 重要新聞

52萬人湧入境 部署佳無「蛇餅」
節假尾日過關僅需十多分鐘 港人Like爆畀滿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昨日是復活節假期的最後

一日，大批市民陸續經各海、陸、空管制站回港，各個出入

境管制站全日共有52萬人次入境。過關人流雖多，但由於

內地和香港關口都嚴陣以待，事前做足部署，故昨日過關過

程暢順，未見有「打蛇餅」的情況。不少市民都表示，只需

約10多分鐘至半小時就能過關，大讚內地和香港關口有做

足準備。

各管制站出入境人數
管制站 入境 出境
機場 78,474 55,530
羅湖 161,882 94,146
紅磡 7,004 5,803
落馬洲 60,643 25,134
落馬洲支線 85,585 49,468
文錦渡 4,588 2,117
沙頭角 5,766 3,451
深圳灣 67,763 33,666
中港客運碼頭 17,061 13,975
港澳碼頭 31,326 28,228
港口管制組 95 -
啟德郵輪碼頭組 1,316 1,109
總數 521,503 312,627
註：數字為截至昨晚10時

資料來源：香港入境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廣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港人喜
逢假期出外旅遊，但日前有港人經團購參與
的永安旅遊「古兜溫泉3天團」貨不對辦，
有團友表示，行程當中沒有隨團領隊，而且
酒店和食物質素差劣，曾致電永安旅遊投
訴，但永安職員稱因公眾假期未能即時處理
投訴。永安昨日回應表示，該酒店是持有效
牌照，而有關不設領隊之安排亦於銷售單張
上清楚列明。至於在高球場有人向他們促銷
樓盤，永安表示有關銷售活動並非永安所安
排，永安強調並無安排任何含商業性質或與
行程無關之活動。

團友不滿酒店差無領隊
團友代表盧先生昨日返港後於上水會見

傳媒，他表示早前以團購購買永安旅遊的
「新會、古兜溫泉、陽江美食純玩 3天
團」，全團共有48名團友。他說，旅程當
中的「食、住、行」均貨不對辦，首天入住
的酒店未能出示酒店牌照，而緊急逃生及消
防設施是生鏽及未有接駁電源，房間內亦有
多個蜘蛛網和蚊蟲。他指，團中有一名小孩
更因被蚊蟲叮咬，「半個頭被叮到腫了起
來」，回港後需到急症室治療。
他表示，在3天行程中並未有隨團領隊，

他曾多次向內地導遊反映不滿及要求改善，
但沒有改善，導遊只一直請他們包容。盧先
生指，在行程第二天已致電永安旅遊反映問
題和投訴，但永安職員則稱，因正值公眾假
期期間未能即時處理和回覆有關投訴。他要
求永安作出合理解釋，並指稍後會到旅議會
及消委會投訴。

永安：銷售單張已寫明
永安旅遊昨日亦就有關投訴作出回應，

表示該團入住的「保利銀灘渡假酒店」屬中
華人民共和國之持牌酒店，營業執照號碼為
441702000057696。而對於有關不設領隊之
安排亦已於銷售單張上清楚列明。至於客人
所提及之高球場為「保利銀灘渡假酒店」之
設施，而客人所見的樓盤銷售活動並非永安
所安排，永安強調並無安排任何含商業性質
或與行程無關之活動。永安又稱，該團由本
月2日開團至今，參與團友入住的酒店、膳
食及行程安排均與此團相同，其間未收到任
何投訴或不良意見。

團購網站Groupon發言人回應指，有嚴謹指引確保商
戶質素，會就事件聯絡永安旅遊跟進，並會代客人爭取
合理回覆。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表示，旅行團開辦
前，或在團購網銷售前，都要向議會登記，議會可要求
旅行社就任何不合理情况、價格等解釋，但暫未就上述
事件接獲投訴。

新地商場復活檔丁財升兩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復活節向來不是本港零

售業旺季，不過，有商場以不同的宣傳活動吸引人流，在
假期期間推出特色主題活動，以及推出禮品換領及優惠等
吸客。新鴻基地產旗下九大商場於一連四天的復活節長假
期，累積營業額達逾2.2億元，增長20%；累積人流高達
478萬人次，較去年上升19%。新鴻基地產代理租務部總
經理鍾秀蓮表示，九大商場於今年首季銷情暢旺，營業額
合共逾30億元，較去年同期上升19%。

親子項目吸一家大小
鍾秀蓮表示，旗下九大商場為迎合長假期留港的港人

和一家大小，特別引進多項親子元素的復活節展覽及推
廣活動，增強市民與家人互動的空間及促進消費。新地

旗下九大商場於一連四天的復活節長假期，累積營業額
達2.27億元，增長20%；累積人流高達478萬人次，較
去年上升19%。
她指，新地旗下九大商場今年復活節宣傳推廣費增加

25%，合共總達1,367萬元，包括Mikiki《PLARAIL鐵
道王國》、東港城《愛「森」春日樂園》，以及將軍澳
中心第十年舉辦《國際家庭掟蛋大賽》等活動。
鍾秀蓮續說，2014年1月至3月首季，由於受惠於訪
港旅遊業亦持續增長，以及節日氣氛和良好本土就業經
濟情況，帶旺本地市民消費。新地九大商場首季銷情暢
旺，累積人流錄得7,967萬人次，營業額合共30.34億
元，較去年首季分別上升15%及19%，預計未來五一黃
金周及佛誕假期均是暢旺連環消費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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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入境人次雖超過52萬，但各口岸準備充足，未見「打蛇餅」。 彭子文攝

羅湖管制站櫃枱e道全開
早前有報道指，在復活節假首
天，羅湖口岸出現人潮，每名旅客
平均需要兩個多小時才能過境，遠
超平常的5分鐘至10分鐘。入境處
解釋是內地關口沒有作出協調，開
放全部櫃枱，令出境人士塞在兩關
之間。昨日是復活節假期的最後一
日，亦是入境高峰期，內地和香港
關口都嚴陣以待，內地關口亦開放
全部櫃枱，香港入境處則按部署從
內部抽調人手、減少前線人員休
假，加開檢查櫃枱及通道疏導人
流。據了解，入境處昨晚更全開所
有櫃位及e道，疏導入境人流。
本報記者昨午4時許經羅湖返
港，由羅湖關口的地下計起，在內
地由櫃枱過關，到香港則以e道過
關，全程都只需13分鐘。就現場所
見，過關人流雖多，但過程十分暢
順，未見有「打蛇餅」的情況。經
常到內地旅遊的馮先生表示，今年
復活節假回內地的港人很多，原本
想在4月18日出發，都因訂不到車
而要提早於17日出發，因此昨天特
意提早在3時返港。他說，關口沒
有出現想像中的人龍，對整個過關
過程相當滿意。

部分改道福田口岸避人潮
過關暢順，不少市民都大讚內
地和香港關口有做足準備。岑小
姐表示，自己在4月18日出境，
當日起碼要等兩小時才能過關，

所以昨日的情況較預期中為好，
只用了半小時就能過關。她認
為，內地和香港關口只要做好協
調，再多的人流都能應付到。黃
太指過關只用了20分鐘左右，她
說若要今次過關情況評分會給予
滿分，因為過程順利，工作人員
亦非常友善。然而，亦有市民提
出關口的改善建議。梁生表示，
原來內地和香港的e道都有分登記
和非登記隊伍，但自己直至昨天
才知道，認為局方宣傳不足。
另外，落馬洲支線管制站的福田

口岸亦是另一個市民的出入境熱
點，不少返港市民都表示，為了避
開羅湖口岸的人潮，所以選擇福田
口岸，他們又提前兩小時回程，卻
料不到只需半小時就能過關。該口
岸昨午4時開始出現人潮，內地和
香港的關口都加開至四分之三的櫃
枱應付，大部分入境人士都只需10
分鐘至半小時就能過關。

長假料近500萬人次進出
入境處早前預計復活節期間約有

495萬旅客人次進出香港，較去年
同期增約9.7%，當中以羅湖管制站
最繁忙，料有161萬人次進出、平
均每日約32萬2,000人次。昨日截
至晚上10時，羅湖有161,882人次
入境及94,146 人次出境；落馬洲支
線則有85,585 人次入境及49,468
人次出境。各個出入境管制站則共
約有52萬人次入境，以及約31萬
人次出境。

■深圳方面過關人流雖多，但過程十分暢順。
彭子文 攝

■岑小姐指過關情況
較預期好。陳廣盛攝

■梁生認為兩地口岸對e道
宣傳不足。 陳廣盛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