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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5個月的政改諮詢將於本周六結束，署
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政府至今接獲
超過3.6萬份意見書，初步得出兩個較清晰及
明確的共識：一是市民對「一人一票」在2017
年普選特首的期望殷切；二是主流意見都重視
依法辦事，認為應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
會相關決定落實普選。經過近5個月的諮詢，
社會各界達成期待如期依法落實普選的共識。
這是政改諮詢的重要成果，有利於推動不同政
治派別在基本法的基礎上，就具體的普選方案
求大同存大異，落實市民所期待的「一人一
票」選特首。

無論是政府至今接獲超過 3.6 萬份的意見
書，還是各種民調的結果，市民都希望如期落
實普選，在 2017 年「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
官，不願意見到政制發展原地踏步，這其實也
是中央及特區政府以至港人的共同願望。

港人非常重視依法辦事，主流意見認為，既
然普選特首是來自基本法，香港就應該按照基
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來落實，法律
理據非常明確。特區政治體制的設計，關係到
國家對香港主權的體現和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

策的貫徹落實，因此普選方案必須嚴格按照基
本法和人大決定，提委會的「廣泛代表性」須
沿用選委會的4大界別組成，提委會性質是機
構提名，「按民主程序」提名的結果必須反映
提委會「集體意志」。

政改諮詢期已近尾聲，諮詢期間有些人硬要
離開法律規範另搞一套，包括提出「公民提
名」、「政黨提名」、「三軌提名」等明顯違
反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方案，不僅無助
凝聚共識，更製造諸多的爭議，浪費時間和精
力，已無再存在的價值。政改應回歸基本法及
人大決定的正軌，若糾纏於沒有法律基礎的議
題，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目標只會變為「鏡
中花、水中月」。

大律師公會明確否定「公民提名」和「政黨
提名」，指出基本法清晰明確表明行政長官候
選人提名權力只屬於提名委員會。林鄭月娥指
出，大律師公會這個意見與政府法律觀點非常
脗合。實際上，公會的這個意見不僅符合基本
法和人大決定，而且也是許多政黨、團體和社
會人士提出的政改意見和方案的主流意見。

（相關新聞刊A2版）

諮詢將結束 社會達兩共識
內地小童在港街頭便溺事件，本屬「茶杯

裡的風波」。在兩地民眾交流日益密切的大勢
下，雙方以友善、誠意看待和解決問題，不說
傷感情的話，不做傷感情的事，完全可以妥善
消除交往中的小摩擦。需要提防的是，本港有
人借題發揮，刻意炒作小童便溺所引發的糾
紛，藉以挑起兩地的對立情緒，衝擊兩地交
流，破壞兩地互利和諧的關係。

香港回歸祖國將近 17 年，兩地交往密切乃
大勢所趨。由於兩地的制度、文化不同，兩
地民眾在頻繁的交往中，偶然出現小摩擦，
是很正常的現象，並不反映合作發展的主
流。更何況，兩地本是同根生的一家人，對
於這些小衝突和摩擦，像內地小童在港街頭
便溺的事情，只要以包容平和的心態去看待
和處理，問題將迎刃而解。中聯辦主任張曉
明曾指出，對於兩地交往過程中發生的摩
擦，「只要保持理性、友善、實事求是的態
度，不誇大、不說傷感情的話，不做傷感情
的事，就沒有不能妥善處理好的問題。」張
曉明主任的提醒可謂一語中的，對解決兩地
交往的小摩擦具有啟示意義。

廣大香港市民還是客觀理性的，對內地遊客
表示理解。隨國家的壯大崛起，香港與內地
共同發展、融入到中華民族的大家庭，香港才
能更繁榮、更昌盛，港人才能更富裕、更安
全。正如 2003 年起實施的自由行，不僅促進
香港經濟復甦，又為本港創造大量的就業機
會，帶來巨大的收益和實惠。同時，通過互相
交流，港人守紀律、講規則的優良作風也可以
慢慢感染來港旅遊的內地人士，對提升內地的
社會風氣、守法意識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這
也是互利雙贏的成果。

小童在港便溺事件之所以成為近期爭議焦
點，一個重要原因是本港一小撮人別有用心地
挑撥搞事。這些人利用兩地交往出現的小衝突
和摩擦，大肆羞辱和謾罵內地同胞，其目的是
要讓兩地民眾彼此對立甚至仇視，變得水火不
容，破壞兩地和諧融洽的關係。兩地關係一旦
變得劍拔弩張，內地遊客絕跡香港，對香港的
繁榮穩定百害而無一利。香港市民必須看清某
些人挑動兩地對立的險惡用心，絕不能讓這些
人的挑撥離間傷害了兩地同胞血濃於水的感
情，損害香港的整體利益。

莫讓小摩擦損害兩地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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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褪金光 還看個人遊
酒店貴訪港團僅升10% 內地客不再集中長假遊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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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五一黃金周就
在眼前，近日廣州多家旅行社紛紛表示，「今年五一大部
分旅遊產品，價格只是比平日上漲5%至10%，基本與清明
假期持平，漲幅不大。」由於五一期間處於旅遊淡旺季過
渡期，出遊性價比高，因此出遊人數比清明假期有所增
加。

愛遊中短途 馬遊獨憔悴
記者從廣東國旅、廣之旅獲悉，五一遊客出行以中短途

旅遊為主，家庭自駕遊有20%左右的增幅；港澳遊性價比
也很划算，是出遊好時機；出境遊中，因受馬航和女遊客
在馬來西亞被劫持的事件影響，往年頗為火熱的星馬泰遊
風光不再，韓國、台灣、越南、柬埔寨風頭盡顯；峇里
島、布吉島、馬爾代夫等海島遊線路仍很吃香。

穗客愛港風光 離島郊遊客增
對於生活在廣州的人來說，港澳遊仍是最方便、最好玩

的遊玩地之一。據番禺交通旅遊的袁小姐表示，近一年來
去香港大澳、長洲島、南丫島的廣州遊客越來越多。有內
地旅客表示，經常以「個人遊」赴港旅遊，認為不管去香
港多少次，香港的風光她永遠能看到新意。她說，臨近五
一會到香港遊覽大澳、西貢、長洲島等地，欣賞香港的山
山水水。

此外，五一期間周邊短途旅遊產品受熱捧。以廣州為例，隨氣溫
升高，陽江、珠海、惠州等周邊城市的線路開始熱賣，如「珠海2日
自駕遊．長隆海洋王國」、「惠州2日團隊遊．巽寮灣、鳳池島」、
「閘波2日團隊遊．大角灣高級酒店」等都是熱門旅遊好線路。

高速路免路費 利內地自駕遊
家住番禺大石的舒先生表示：「五一假期，我和女朋友，再叫上
兩個朋友一起去廣西賀州、黃姚古鎮玩。自駕遊過去免掉過路費，
三天兩晚玩下來，人均650元就能享受一個黃金周，比宅在家裡讓女
朋友逛淘寶划算多了。」
總體來看，隨內地「個人遊」的日漸流行，加上五一假期高速

路仍將對7座以下私家車實行免費通行的利好政策，今年廣州五一旅
遊市場最突出的特徵是自駕遊需求十分旺盛。

巡查兼「放蛇」
牌照處掃無牌旅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為配合五一勞動節旅遊旺季及保
障訪港旅客及市民大眾的安全，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牌照事務處表
示，今年首3個月該處針對懷疑無牌經營旅館已分別進行了逾3,200
次巡查及提出46宗檢控。牌照處指，近日會加強執法行動，打擊和
掃蕩無牌旅館，呼籲旅客入住持牌旅館。

揭6無牌旅館 未來數周嚴打
民政事務總署表示，於過去一個星期，牌照處人員已進行了多次

突擊巡查、採取「放蛇」行動及展開大規模跨部門聯合掃蕩行動，
在全港多區共巡查了136個處所，發現其中6個涉嫌無牌經營旅館。
在行動中同時發現2名涉嫌違反逗留條件的人士，則已交由警方跟
進。民政署表示，當搜集足夠證據，牌照處便會立即採取檢控行
動。未來數周，牌照處會繼續嚴打無牌旅館。

首季巡查3,200次提46宗檢控
民政署發言人指，今年首季牌照處針對懷疑無牌經營旅館已分別

進行了超過3,200次巡查及提出46宗檢控。民政署發言人強調，無
牌經營旅館屬刑事罪行，一經定罪可被判監禁並會留有案底，最高
罰款200,000元及監禁兩年，並可就罪行持續期間的每一天另處罰款
20,000元。
發言人表示，牌照處審核旅館牌照申請時，會確保有關處所符合

樓宇結構、消防安全及衛生配置的標準，才會發出牌照，以保障入
住者及公眾的安全。旅客在訪港前，可先瀏覽牌照處的網頁（www.
hadla.gov.hk），查閱持牌旅館的名單。
牌照處亦規定所有持牌賓館須在賓館正門入口及每一間客房的房

門，貼上持牌賓館標誌，方便旅客識別。牌照處指，會繼續與旅遊
事務署、香港旅遊發展局、香港旅遊業議會和消費者委員會等合
作，呼籲旅客光顧持牌旅館，並向內地旅遊當局傳達相關信息。如
旅客或市民懷疑有旅館違法經營，可向牌照處舉報。

電玩「皂藝」吸客 商場料生意升2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五一黃金周將
至，本港不少商場都紛紛出招吸客，有商場表示，
預計黃金周期間，計劃開辦25團至30團內地團，
預計旅客人均消費可達8,000元至15,000元。發言
人指，預計可為 apm商場額外帶來900萬元至
1,200萬元消費額，較去年升15%至20%。商場人
流可達125萬人次，較去年升10%至15%；而生意
額可達3,000萬元，較去年升15%至20%。

辦電玩團「谷」電子產品
觀塘apm商場表示，於五一黃金周及母親節推廣
期間，計劃開辦25團至30團內地團，總共約1,200
名至1,500名來自廣州深圳東莞一帶的「五一升呢
電玩達人團」，特別讓內地熱捧潮流電子產品一
族，搜羅最新最潮的電子產品，預計旅客人均消費
可達8,000元至15,000元。發言人指，預計可為
apm商場額外帶來900萬元至1,200萬元消費額，
較去年升15%至20%。

除了內地旅客，apm商場於下月將繼續與啟德郵
輪碼頭合作接待國際旅客，5月1日當天將有海洋
航行者號郵輪訪港，並以香港作母港，預料將吸引
逾3,100名來自世界各地的郵輪旅客來港觀光。屆
時，apm將提供約15班免費專車往返碼頭及apm
商場，預計可招待300名至500名郵輪旅客，人均
消費2,500元至3,000元，可為商場額外帶來50萬
元至90萬元消費額。發言人指，預計黃金周假期5
月1日至3日(3天)，商場人流可達125萬，較去年
升10%至15%；生意額可達港幣3,000萬，較去年
升15%至20%。

設血拚時段掃「潮物」
觀塘apm商場同時為慶祝五一黃金周及慶賀母親

節，今年特別邀請藝術達人Ankoe以肥皂為創作媒
介，憑創意和高超的雕刻技術，以優雅的線條和
層次表現手工皂藝的獨特美感，加上100%全人手
製作佔地逾2,000呎的「世界之最」摩登肥皂藝術

展，場內擺放了過百款造型別致逼真的立體肥皂藝
術品，分為3大主題，包括世界建築博覽、美味足
球Café及華麗邂逅。
apm商場於本月26日起舉辦一連9天的「五一潮
流博覽」，市民可走進潮流博覽搜購名牌香水、時
款配飾及潮流精品，同時又特設夜行血拚購物時
段，每晚9時後重鎚出擊多款潮流產品，低至1折
發售。

各商場紛睇好五一市道
另外，「新太陽廣場」及「大埔超級城」今年於

五一黃金周及母親節的宣傳推廣費逾160萬元，比
去年升約10%。大埔超級城預計，五一黃金周期
間，人流達 85 萬人次，較去年同期升 10%至
15%，營業額達 3,200 萬元，比去年升 15%至
20%；新太陽廣場則預計，五一黃金周期間，人流
達60萬人次，去年同期升15%至20%，營業額則
達500萬，較去年同期增加20%至25%。

入境事務處預計，今年五一勞
動節及佛誕假期期間，出入

境客流量約有489萬人次，較去年
同期增加約10.3%。處方料5月1
日為陸路入境的高峰期，約有
37.6萬人次入境，當中約76%的
旅客會通過陸路口岸進出香港，
而5月2日則為陸路出境高峰期，
將有33.3萬人次出境。

董耀中：個人遊有增長空間
香港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
表示，因五一假期（即5月1日至
3日）酒店漲價而扯高團費，故在
一貫傳統上，內地團數少於平
日，「雖然酒店價格升幅收窄，
不及以前以數以倍計上升，但加
幅仍大。」他指，本月日均內地
訪港旅行團達477團，但五一黃金
假期未能繼往開來，把數字推
高，估計日均只有約300團，僅較
去年同期的日均 273 團微升約
10%。
董耀中指，以個人遊方式訪港
的旅客則仍有增長空間，雖然團
少，但整體內地訪港人次仍會錄
得10%至15%增長，他坦言，隨
內地實施一簽多行政策，非深
戶個人遊便利內地人來港，使內
地旅客的旅遊模式改為頻頻訪港
頻頻購物，加上五一假期僅有3
日，故「黃金效應」不及以往明
顯。

購物轉中檔貨 出手疏爽不減

購物是內地旅客主要節目之
一，雖然高檔產品「神話不
再」，但董耀中指個別行業，如
鐘錶、珠寶業仍受內地旅客歡
迎。儘管內地旅客購物目標轉為
化妝品、服飾等中檔產品，但人
均消費料不減，可達7,000港元。
董耀中相信五一假期期間，有

內地旅行社會透過購物或買保險
後送贈旅遊券，讓內地人只需繳
交數百元甚至零團費來港。另
外，他亦料有來自非一簽多行省
分的內地旅客，隨團過關，然後
分散「個人遊」。他稱，議會密
切關注及監察有關行為，以免出
現強迫購物等違反內地旅遊法的
個案。

呂尚懷：房價漲扯高團費
酒店業協會執行總幹事呂尚懷

直言今年五一假期「無大驚
喜」，酒店房間預訂率仍未爆
滿，與去年相若。他解釋，內地
實施《旅遊法》杜絕零團費的購
物團後，旅行社難以向酒店爭取
訂房優惠，故旅行社預訂酒店房
間價格較以往上升50元至100元
不等，故團費亦因而扯高。
雖然訪港團數減少，但呂尚懷

並不感悲觀，認為個人遊旅客仍
是龐大客源，「雖然有不少即日
旅客，但選擇留港度假幾天的旅
客仍為數不少。」他估算，酒店
業界於五一假期的收益可錄得單
位數百分率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曾被譽為消費「黃金檔

期」的五一勞動節假期明日展開。香港旅遊業議會指，內

地五一勞動節僅3天，加上期間酒店漲價，訪港內地團數

目按年僅微升10%，每日約300團，但仍較本月日均470

團銳減36%。反之，個人遊旅客數字則有增長空間，估計

整體訪港旅客仍會上升10%至15%。有旅遊業界人士認

為，隨個人遊日漸普及，內地客來港愈趨便利，旅客不

再集中於長假期訪港，五一假期正「金光褪色」。

■有商場於今年五一黃金周及母親節的宣傳推廣費逾160萬元，比去年升約
10%。

■香港旅遊業議會指，內地五一勞動節僅3天，加上期間酒店漲價，訪港內地團
數目按年僅微升10%。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