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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月份春節長假內地赴港旅遊同比降

月份春節長假內地赴港旅遊同比降00..1616%%

33月份內地赴港旅遊大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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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月份清明期間赴港旅遊團減少近

月份清明期間赴港旅遊團減少近22成成

今年內地赴港遊客下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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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港遊簽注同比增幅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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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以
往不少深圳市民喜歡在節假日與朋友赴港購物
遊玩，不過隨着香港遊客激增，不少人感歎排
隊太久，物價太貴，不敢前往。在深圳從事外
貿生意的黃小姐表示，以前香港商場節假日會
推出多重優惠吸引遊客，自己會和內地朋友一
同赴港，既可感受別樣的港式風情，又能順帶
掃貨。但近幾年香港遊客越來越多，通關時間
太長，購物時又很擁擠，物價也越來越高，只

敢在非周末赴港購物。
黃小姐抱怨，前年父母首次去香港，本想帶
他們到處觀光，無奈過關人數爆棚，來回通關
就花了3個多小時，老人家排隊腿腳酸痛至極，
完全失去觀光樂趣。自己生了BB之後，赴港採
購進口母嬰用品都盡量選擇在非周末時間，但
仍覺得上水等片區的水貨客太多，許多商品貨
源不足，如今都盡量在網上選擇可靠的跨境電
商購買。

記者走訪多家位於北京的旅遊機構
了解到，包括中國國旅、凱撒等

旅行社今年「五一」期間都僅有香港個
人遊項目，並無香港團隊遊。
中國國旅位於北京崇文門店的一位工

作人員表示，由於擔心不太好組織，旅
行社「五一」並沒有做香港的團隊遊項
目，香港市場主要是個人遊。她表示，
遊客今年對香港遊的關注度不似往年那
麼高，「佔中」事件多少影響了他們的
心理，加上日韓對中國遊客的招攬力度
不斷加大，簽證日益便利，今年日韓遊
異常火爆，不少熱門線路要到六月才能
有位置。
中青旅遨遊網副總經理、首席品牌官

徐曉磊向本報記者表示，根據中青旅遨
遊網的統計，今年「五一」出境遊同比
去年整體增長了31%，其中日韓增長了
50%至80%，不過，香港則與去年基本
持平。

未到過港遊客 仍抱極大熱情
徐曉磊分析，香港近期的社會矛盾在

一定程度上衝擊了內地遊客赴港意願，
從我們的預定情況看，北上廣等一線城
市今年赴港的遊客明顯減少，大多是未
去過香港的內地遊客對香港遊依然抱有
極大熱情。
對於香港遊今後走勢，徐曉磊認為，
香港遊近期受到的震盪，只是部分極端
民眾所造成的，這種負面影響終究會消
除，只是需要一定時間。

此外，內地在線旅遊機構同程網的一
項調查數據顯示，由於韓國、日本相繼
推出針對中國遊客的簽證便利化措施，
韓日迅速成為最受國人青睞的出境遊目
的地前兩名。而往年熱門目的地香港則
首次跌出前五名，這可能與香港近期持
續出現的「反水客」遊行和通行證政策
收緊有關。
有公司經理向本報記者表示，他所在
公司每年都會組織業績突出的員工去香
港遊玩，但今年考慮到香港社會環境的
不穩定，他們已經取消了赴港計劃，改
去新加坡。「本來是去旅遊的，不願冒
險碰到些不愉快的事情。」

港推優惠活動 千元可個人遊
有業內人士表示，為吸引內地客訪

港，多數香港酒店大促銷，這也是近年
來首次在假日期間赴港個人遊價格出現
下調現象。
攜程旅遊事業部相關人士告訴記者，

與往年香港酒店逢假期必漲價不同，香
港為吸引內地遊客推出大規模優惠活
動，特別是在酒店方面，打折力度大幅
超過去年「五一」同期兩成有餘。或是
得益於明顯優惠的酒店價格，香港個人
遊價格在「五一」期間顯得格外具有優
勢，5月到6月時段，1,000元人民幣左
右即可個人遊出行香港。

粵出團量銳減 促銷效果不佳
另據廣東出入境辦證部門消息，赴港

遊辦證增幅同比去年回落。記者從廣東
各大旅行社獲悉，「五一」赴港遊報名
高峰遲遲未至，目前收客量僅為去年同
期的三四成，料最終出團量同比或銳減
40%以上。
廣之旅方面表示，和去年的數據對

比，今年「五一」赴港遊同比去年減少
了30%。深圳有旅行社亦表示，赴港遊
同比減少，赴澳門遊激增約50%。此
外，廣深兩地預約前往日韓、台灣、東
南亞等地遊客增多。
記者近期走訪廣州多家旅行社門店發

現，針對「五一」赴港遊推介的旅遊產
品並不多見。在廣之旅海珠區某門市
店，記者看到了港澳遊線路大多與廣東
省內親子遊產品捆綁一起。
為維持赴港遊份額，廣州各大旅行社

亦通過降價、加送景點門票攬客，效果
並不理想。不少門店的赴港遊產品被邊
緣化，放置在出境遊產品介紹欄的最末
端。廣之旅市場部張小姐告訴記者，以
親子遊為主打的省港遊路線，在各類促
銷的推動下效果並不明顯。廣州有長隆
三大主題樂園、臨近的珠海也有海洋王
國，香港的主題樂園已經沒什麼魅力。
張小姐坦言，這也是今年業界沒將赴港
遊放在重要位置宣傳的主因。

本報連線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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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孔雯瓊、李望賢、胡若璋，實習記者 任芳頡 綜合報

道）受簽證及匯率因素影響，今年內地五一出境遊出現不少新變化。傳統旅遊目的地

香港漸「失寵」，在內地出境遊人次大幅增長的背景下，不少旅遊機構今年的預定人

次並未出現增長，有些甚至大幅下滑，香港近期的社會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衝擊了內地

遊客赴港意願。相反，日韓遊則異常火爆，同比大增50%至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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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實習記者 任芳
頡 北京報道）對於今年內地「五一」出境遊出
現的新變化，著名旅遊專家、社會學者劉思敏向
本報記者指出，這很大程度是簽證因素造成的，
日韓不斷出台針對內地遊客的簽證便利化舉措，
而香港則在收緊個人遊，此消彼長，香港對內地
遊客的吸引力顯然不及以往。同時，這幾年港人
對內地的各種不友好行為，也影響了內地遊客對
香港的觀感。

劉思敏表示，這幾年內地出境遊市場一直保持
快速增長，為了搶奪中國遊客，美國、日本、韓
國等多國都紛紛推出各種簽證便利化舉措。比如
日本簽證放寬了個人遊範圍；韓國方面延長了中
國遊客多次往返簽證有效期至五年，並且向中國
團體遊客簽發電子簽證，簡化了簽證手續；美國
也將旅遊簽證有效期從一年延長至十年。

「但是反觀香港，卻在別人放鬆的時候收緊了
個人遊。」劉思敏指出，收緊個人遊雖然是為了
打擊水客，但無疑也影響了內地遊客赴港意願。
其實，香港是自由港，不需要走稅，特區政府可
以考慮增加進口來平抑物價，而不是用收緊個人
遊的方式對待內地遊客，這實屬不明智。

劉思敏續指，這幾年一些港人對內地的各種不
友好行為，包括近期的「佔中」事件、之前的奶
粉事件以及辱罵內地遊客等，雖然是小部分人的
行為，但也影響了內地遊客對香港的觀感，從而
導致香港遊走低。

劉思敏建議，香港想要保持對內地遊客的吸引
力最重要的還是要政府宣傳，特區政府要出來表
態，表示誠意；其次要加大執法力度，對那些謾
罵圍攻遊客、對遊客不友好的港人予以法律制
裁。

此外，亦有業內人士表示，除了簽證因素，日
圓及韓圜兌人民幣的相對貶值，也是吸引內地遊
客的一大因素。不少遊客都反
映，受匯率因素的影響，香港
已經不再是他們心中的「購物
天堂」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經
常出境旅遊的上海市民汪小姐告訴記者，由於
出境旅遊常常和購物掛鈎，因此她會格外看重
購物體驗和匯率變動。
目前看來，日圓匯率正處於一個低位，和一
年前相比差不多等於有8折多的優惠。汪小姐
表示，持續走低的日圓匯率使得很多國際品牌
在日價格已經低於香港價格，以法國某品牌包
來說，她托人在香港看過，折合人民幣要1,800
元左右，而在日本按照現有匯率再加上退稅，
1,400元不到。
同時，日韓兩國為吸引中國遊客也在購物服
務上面做足功夫。如五一期間，韓國多個免稅
商店就針對中國遊客進行優惠活動，同時為幫
助中國遊客在韓國進行高效率的購物，不少商
店還有中文網絡，支持出行韓國的遊客提前在
網上購物，到時只需在韓國的商店裡提貨即
可。
汪小姐表示，以往一直感覺香港在購物服務
上已經很好，但自從去過日韓有了比較之後，
發現香港地區購物服務還是稍遜一籌。
汪小姐還坦言，香港曾經發生過暴力驅客事

件給她留下心理陰影。幾個月前她因公務赴
港，親眼目睹到一些港人粗暴對待內地客人。
當時內地親友為避免她在香港遭受不公待遇，

還網傳「在香港怎樣假
裝香港人」的攻略
給她，讓她啼

笑皆非。

滬客：日韓購物更值 服務更貼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
報道）「廣州人對香港太熟了，去香
港還能玩到什麼新鮮的。」在記者的
朋友圈中，很多老廣州人談及休閒度
假，香港再也不是他們的目的地之
一，連以往熱衷香港搭機出境遊玩的
市民，如今從時間成本以及交通便利
程度考慮，寧願多花兩百塊，也不再
捨近求遠，香港搭機。近一年來，從
口岸拼車去香港機場的幫轉信息，在
記者的朋友圈中開始銷聲匿跡。
而對一些新廣州人而言，港貨帶來的

困擾正在減弱。「以往老家不少親朋好
友總得托你買點尿布、奶粉什麼的，礙
於情面也總要做幾回搬運工」，從事外
貿的徐小姐自我調侃道。如今，不少
在內地城市的辣媽朋友，隨着內地購
物網站「全球購」、「海外購」等平
台的搭建，她們海淘的信息大增。在
朋友圈晒出海外購心得，「一周直達
的便利」讓她們再也不擔心孩子的奶
粉、尿布了。內地市民
對於港貨的熱情在消
退，這也讓不少新廣州
人鬆了一口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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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逢假期就擠滿內地客的場面已香港逢假期就擠滿內地客的場面已
不復見不復見，，商場略顯冷清商場略顯冷清。。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廣之旅門市店擠滿前來諮詢日韓、台
灣遊的市民。 本報廣東傳真

■羅湖口岸每天前往香港的遊客仍絡繹
不絕，但不見「大長龍」。本報廣東傳真

■■廣東市民在旅行社仔細了解省內廣東市民在旅行社仔細了解省內、、境外旅境外旅
遊產品遊產品，，對赴港遊不感冒對赴港遊不感冒。。 本報廣東傳真本報廣東傳真

憂假日人多 深民避赴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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