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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深擬設「專用電郵」監控零團費
「野馬」難規管 旅議會與深旅局合作 冀年底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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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香港旅遊業議會將
由8月1日起調整旅行社額外服務的建議收費，各項
有關收費加幅由50元至200元不等。旅議會表示，
調整服務收費基於近年航空公司將有關收費上調，
而本港旅行社的建議服務收費對上調整已經是4年
前，故議會認為，有需要重新調整旅行社額外服務
的建議收費。

機票服務每次加至最高350元
旅議會表示，有關調整項目收費，包括旅行社向

旅客提供機票服務，例如更改機票路線、代辦機票
退款及更改乘客訂位紀錄內的乘客姓名等，每張機
票或每次收費由最高250元加至最高350元。此外，
有關旅行社代辦航空公司飛行常客獎勵計劃的免費
機票或機票升級的收費則由每張機票500元加至700
元；代辦獎勵計劃的漏計積分，收費亦由每次250元
加至300元。
旅議會又建議，旅行社代訂與顧客另有協議但不

會獲得佣金的酒店時，每家酒店服務收費由最高150
元增至200元；代辦簽證收費則由200元加至300
元；代辦緊急簽證或提供其他與護照有關的服務，
如學生簽證、工作許可證等，收費由每張簽證400元
調高至600元；代為申請網上辦理登機、責任承擔書
或無人陪同的未成年乘客服務，收費由每次250元調
高至350元。
至於代辦並送遞火車票或船票等機票以外的票劵建

議最高收費，則維持每張200元不變。而在辦公時間外
緊急送遞旅遊證件的收費亦同樣維持每次300元，但8
月1日起則不包括交通費。旅議會亦新增一項「預先繳
付超額行李費」，建議最高收費為每次300元。
另外，對於消委會上月發表報告，建議旅行社向團

友說明「旅行團服務費屬於自願性質」。旅議會主席
胡兆英昨日澄清指，當中「建議」字眼是指針對旅行
社設定「小費」的上限，而非指團友有權拒絕支付服
務費。他表示，若團友對領隊的服務有何不滿，可向
旅行社和議會作出投訴，並非拒付「小費」。

旅議會主席胡兆英昨日與傳媒午聚時表示，數月
前與深圳市文體旅遊局商討，合作設立「專用

電郵」，規管內地和香港的組團社和接待社。兩地的
旅行社需登記一個旅行社專屬的「專用電郵」，雙方
需透過這個電郵傳送有關旅行團的行程和相關資料，
並需將副本一同傳送至旅議會和深圳當局。
他稱，「專用電郵」的目的是在於有效監察兩地的

旅行社，杜絕香港接待旅行社與內地「野馬旅行社」
合作，避免出現以往因「零團費」而旅客在行程中被
強迫購物的情況。同時，他亦期望通過「專用電郵」
可將兩地的旅行社監管做好，當發現問題時亦可追查
源頭，保障旅行團團友。

深圳旅行團佔75%以上

他說，香港現時每日約有500團旅行團來港，當中
75%以上屬深圳當地的旅行團，因此首階段會先與深
圳的旅行社試行，期後可能會伸延至其他省份推行。
至於在罰則方面，兩地可根據當地的懲罰機制而懲處
旅行社，若香港接待旅行社違規，旅議會有權對該旅
行社「記罰」並作出處分，最嚴重會被吊銷旅行社會
籍，深圳方面亦有權將該旅行社列入黑名單。

出團僅50接團400可疑
胡兆英又指，議會現在每月都有統計內地旅行社出

團和本港旅行社接團數目，發現當中存在很大差距，
其差距更以倍計。他舉例，有內地組團社稱當日只出
了50團，但本港接待社同日則稱招待了400團，故其
中存在不少內地「野馬」無牌旅行社經營旅行團。他
表示，現階段雙方都同意設立「專用電郵」，但有關
細節仍需與當局商討，冀望於今年年底前可啟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內地去年10月實施《國家旅遊法》，重點打擊「零負

團費」。不過，有跡象顯示內地「零團費」又死灰復燃，香港旅遊業議會表示，目前內

地俗稱「野馬旅行社」的無牌旅行社最難規管。有見及此，旅議會與深圳市文體旅遊局

合作，規定內地組團旅行社和香港接待旅行社需登記一個「專用電郵」，以完善監管兩

地旅行社，同時在發生問題時亦可追查源頭。旅議會稱現階段雙方均同意成立「專用電

郵」，未來數月會商討細節內容，冀年底前能正式啟用。

■■內地零團費有死灰復燃內地零團費有死灰復燃，，深港擬設深港擬設「「專專
用電郵用電郵」」監控旅社監控旅社。。圖為內地遊客在香港圖為內地遊客在香港
灣仔金紫荊廣場遊覽灣仔金紫荊廣場遊覽。。

■旅遊業議會主席胡兆英。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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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倍印花稅草案二讀通過

蘭桂坊樂啤節 的士App助夜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衛生署昨日經化驗
得出有藥物含有未標示及被禁用的西藥成分「西布
曲明」，並呼籲市民不要購買或服用兩款減肥產
品，分別名為「Slim Perfect Arm」和「Slim Per-
fect Legs」。

含西藥「西布曲明」18歲女子被捕
衛生署就早前一宗市民投訴，於油麻地一零售店
舖購得該2款減肥產品作化驗。經政府化驗所檢測
結果顯示，有關產品含有被禁用西藥成分「西布曲
明」。衛生署與警方昨日採取聯合行動，拘捕一名
涉嫌非法銷售及管有未經註冊藥劑製品及第Ｉ部毒
藥的18歲女子，並繼續調查案件。
衛生署呼籲市民切勿購買成分不明或可疑的產
品，亦不應使用來歷不明的產品。若已購買上述產

品的市民應立即停止使用，或將有關產品交予該署藥物辦
公室銷毀。如使用有關產品後感到不適或有懷疑，應尋求
醫護人員的意見。
「西布曲明」屬第Ｉ部毒藥，曾用於抑壓食慾。由於該藥
會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因此自2010年11月起，含「西
布曲明」的產品已被禁止在香港使用。根據《藥劑業及毒藥
條例》，第Ｉ部毒藥只可在註冊藥劑師監督下於藥房售賣。
非法售賣或管有未經註冊藥劑製品及第Ｉ部毒藥均屬刑事罪
行，每項罪行最高罰則為罰款10萬元及監禁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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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大會昨晨復
會，繼續審議雙倍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並以43票
贊成，6票反對，無人棄權，二讀通過雙倍印花稅修
訂條例草案，隨即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其
中，由議員提出的兩項修訂都被否決，而政府提出
的多項修訂，則全部獲得通過。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陳家強強調，為確保「辣招」成效，政府要從
嚴處理所有豁免建議。

自由黨石禮謙謝偉俊6票反對
立法會昨日繼續今個會期最後一次會議，審議雙

倍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會議一開始就草案進行二
讀表決，結果只有自由黨、石禮謙和謝偉俊6名議員
反對，草案在43票贊成的情況下二讀通過，並進入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辯論12項分別由政府及議員
提出的修訂。

陳家強：修訂如「樓市助燃劑」
第一個審議的修訂由經民聯石禮謙提出，豁免非

住宅物業繳付雙倍印花稅。石禮謙認為，雙倍印花
稅令市場物業供應減少，只會令現時的舖租居高不
下；田北俊則認為，非住宅物業與民生無直接關
係，強調雙倍印花稅不利於中小企買家。不過陳家
強認為，有關修訂大大削弱政府措施的效力，無異
於「樓市助燃劑」；工聯會王國興指，現時中小型
商戶經營已十分困難，擔心放寬條例令非住宅物業
炒風重現。
有關修訂雖然獲得自由黨及工業界的林大輝支

持，但最終在功能組別及地區直選都不獲過半數支
持而被否決；而民主黨涂謹申提出，豁免近親轉讓
非住宅物業亦被否決。至於政府提出的多項修訂，
包括日後「加辣減辣」都採用「先審議、後訂立」

的形式，全部都獲得通過。

修訂與政府不一致損政策完整性
陳家強重申，政府一直務實回應議員對草案的意

見。他指，為了防止樓市熾熱情況蔓延至非住宅物
業市場，認為條例草案不應對非住宅物業交易作任
何形式的豁免。他又說，議員提出的修訂與政府政
策不一致，不僅會影響政策完整性，更會削弱「辣
招」的效力。他期望議員以大局為重，盡快三讀通
過議案。
由於雙倍印花稅修訂仍未審議完畢，立法會今日

會繼續審議，當中最受爭議的是由會計界議員梁繼
昌提出「減辣」修訂，建議自用非住宅物業營商達3
年，可申請退稅。議員對這個修訂意見不一，有議
員批評政府方案打擊正常商業活動，故會支持修
訂；民建聯蔣麗芸則表明反對。

包團睇世盃遇假票
康宏追究到底

香港文匯報訊 康宏理財主席王利民早前斥資過百萬元包
團，邀請公司16名最高營業額員工往巴西旅遊，觀賞世界盃四
強準決賽，但其中4人的門票被指是假票。康宏金融集團副行
政總裁麥光耀昨表示，目前集團有關部門仍與包辦是次活動的
太古旅遊商討賠償，但對太古旅遊的安排表示失望，並將保留
追究權利。
麥光耀昨日指出，是次「巴西之旅」一行17人，由公司包團
前往巴西聖保羅入場觀賞荷蘭對阿根廷之世界盃四強大戰，然
其中4人所持門票被大會安檢指為「假飛」並被拒入場。其後
集團要求負責包辦此活動之太古旅遊為4名被拒同事安排觀看
餘下賽事作為補償，惟不得要領。猶幸身在當地的同事多番張
羅，知悉有其他旅行團的團友退出並出讓世界盃總決賽門票，
康宏管理層當即買下，並由公司安排他們飛往里約熱內盧觀
賽，2名同事因而終能一償心願。至於其他受影響同事，公司則
另有補償方案，並已獲接納。
他指出，由事情發生當天起，隨團之康宏集團主席王利

民、集團行政總裁馮雪心及集團首席銷售總監洗健岷一直與
香港各有關部門、領隊和當地導遊不斷跟進事件及探討補救
方案，惟過程並不順利亦不愉快，故公司已向太古旅遊提出
賠償要求，目前太古旅遊尚未交出滿意賠償方案，康宏定必
追究到底。
對今次遭遇到假門票事件的同事所造成的不快經歷，以及對

其他團友帶來的不便，他表示，公司謹此致歉，並會繼續追究
相關責任，為同事討回公道，也為公司討回損失。

大嶼山發展諮委會添2成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昨日宣布，委任羅康瑞及麥
美娟為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的成員，任期即日起生效，直至
2016年1月31日。委員會的職責是透過發展局局長，就兩方面
向政府提供意見，包括充分發揮大嶼山作為連繫香港、澳門及
珠三角西部主要交通基建交匯點的優勢所帶來的社會及經濟發
展機遇，以滿足香港的長遠發展需要；及就相關的政策、措施
及個別建議，以促進大嶼山的可持續發展與保育。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由發展局局長擔任主席，羅康瑞與麥

美娟獲委任後，現時共有21名非官方委員，包括陳恒鑌、林奮
強、林筱魯、胡志偉等，另外有9名官方委員。

盛智文任海園大樹灣顧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海洋公園董
事局昨日公布委任盛智文為大樹灣發展項目
籌劃小組榮譽顧問，為落實大樹灣水上樂園
項目提出意見。該委任期為3年，盛智文將與
海洋公園董事局及管理團隊合作，以提升公
園作為國際級渡假勝地。水上樂園預計將於
2014年年底動工，並料在2017年開幕。
海洋公園董事局主席孔令成表示，「非常

高興盛智文接受委任，個人十分期待跟他在
水上樂園項目上合作。盛智文在業界的豐富

經驗及知識，加上他對海洋公園的熱誠，定
必有助公園發展。」孔又指，相信在盛智文
的協助下，一定能夠成功發展水上樂園，認
為此項目不論對海洋公園或本港旅遊業來
說，皆為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海洋公園擬於大樹灣興建世界級水上樂

園，預計建築成本22.9億元，連同於今年內
開幕的「澳洲歷奇」及2017年開幕的「海洋
酒店」，預計全新水上樂園落成後將會提升
公園的接待能力及吸引力。

■「蘭桂坊音樂啤酒節2014」，有多隊人氣
樂隊獻藝。 趙虹 攝

■「蘭桂坊之父」盛智文希望大家於啤酒節中
可盡興而歸。 趙虹 攝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趙虹）由蘭桂坊
協會主辦的第十一屆盛夏盛事「蘭桂坊音樂
啤酒節2014」，將於本月19日至20日（星期
六、日）舉行，延續世界盃熱熾氣氛。為了
令眾人可盡興而歸，今年特設有Easy Taxi攤
位，可安排的士接載回家。在享受這派對盛
事的同時，主辦機構更與環保團體合作，進
行玻璃樽回收計劃，不忘響應環保。
「蘭桂坊音樂啤酒節2014」，顧名思義，「音
樂」及「啤酒」皆是節日主角。今年啤酒節規
模比以往更盛大，攤位數目增加至逾70個。和
安里將繼續化身成精品啤酒街，設有多個限量
製作的啤酒攤位，更可選擇新穎口味，例如Pizza
口味的啤酒。除了搜羅各國著名品牌啤酒，亦
有經典競食競飲大賽及遊戲，更有多隊人氣樂
隊為大家表演。「蘭桂坊之父」盛智文希望，

大家可於啤酒節中盡興而歸。
是次盛事由下午1時舉行至深夜，大會有見

過往有顧客反映，難以於深夜時間找到的士
回家，為此，今屆設有Easy Taxi攤位，即場
下載Easy Taxi應用程式，可以簡易地找到的
士，兼可追蹤的士位置、司機電話及車牌號
碼，抵達目的地的時間亦會有記錄，既安全
又快捷。
狂歡作樂的同時，也不忘響應環保。大會
發言人表示，上屆啤酒節中，單單一晚就回
收約5,000個玻璃樽，今年亦將與環保團體合
作，進行玻璃樽回收計劃，有系統地回收各
酒吧食肆及啤酒攤位所棄置的玻璃樽循環再
造，將廢物變成有用的環保玻璃磚。大會發
言人亦提到，上屆啤酒節約有15萬人次，預
計是次人流有近10%增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