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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港需務實 普選應支持
致立法會「泛民」議員的公開信
港人圓普選夢僅一步之遙。作為一位在港生活、工作了60
多年的香港人，我衷心希望立法會的「泛民」朋友回心轉意，
邁出這關鍵一步，實現香港民主的歷史性飛躍。

政改不通過，香港的民主將會原地踏步，政爭加劇，社會撕
裂。政改方案通過，才會實現多贏局面。中央堅定支持香港推
進民主，特區政府堅持「2017，一定要得」，廣大市民期盼實
現一人一票普選特首的權利。當前，一個合憲、合法、合情、
合理的選舉方案擺在我們面前，「泛民」朋友們，你們沒有任
何理由去拒絕它。綑綁否決政改，不符合港人整體利益。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不踏出寶貴的第一
步，何來長遠的民主未來？和諧方能安邦，務實才能興港。為
政改投上支持的一票，是眾望所歸，是人心所向。

結束香港社會在政改問題上的長期爭拗，集中精力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是廣大港人的心願。民主發展沒有最好，只有
更好。和為貴，家和萬事興。「泛民」朋友們，請不要再蹉跎
歲月，在歷史的關鍵時刻作出明智抉擇。為香港福祉，通過普
選方案，利在當前，功在千秋！

全港各區工商聯創會會長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創會會長
中國茶文化國際交流協會創會會長

楊孫西 謹啟
G.B.M., G.B.S., S.B.S., J.P.
乙未年夏日

4億元夏日禮品益訪港客
旅發局「即到即賞」贈陀飛輪錶 機場入境享免費7天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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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議會：撤韓團料最少損失800萬

「百萬富翁遊香港」詳情
對象 年滿18歲或以上離港旅客
參加日期 2015年6月15日至8月31日；得獎結果於9月

公布
參加方法 旅客離境時，將已填妥的「VIP 卡」（於香港

國際機場入境檢查大堂前派發之歡迎禮包內）
投入抽獎券收集箱內

獎品 10位得獎者各獲得超過港幣 30萬元獎品；包
括可聯同一名親友以貴賓級待遇免費重遊香
港、商務艙來回機票兩張、五星級酒店免費住
宿服務、銀聯卡港幣5萬元簽賬額、以及兩家
主題公園送出貴賓體驗之旅等

收集箱位置 香港國際機場一號客運大樓
資料來源：旅發局 製表：翁麗娜

「即到即賞」大抽獎
對象 訪港旅客
日期 2015年6月15日至8月31日
營運時間 每日上午9時至晚上11時
參加方法 旅客需帶同歡迎禮包（於香港國際機場入境

檢查大堂前派發）到設置於接機大堂的抽獎
櫃位，並出示有效旅遊證件，即可參加電子
抽獎一次

抽獎櫃位 香港國際機場一號客運大樓第五層A及B接機大
位置 堂
獎品 每位參加者均會獲得兩項獎品，包括免費 7

天 Wi-Fi 通行證；另有指定型號手機、主題
公園免費酒店住宿或折扣優惠、商場購物優
惠等

資料來源：旅發局 製表：翁麗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暑假

訪港旅客着數多，人人即抽即賞。旅

遊發展局昨日起舉辦「2015香港FUN

享夏日禮—大買‧愛吃‧玩不停」，

透過「即到即賞」電子抽獎活動，大

派240萬份、總值逾4億港元的豐富禮

品予訪港旅客，最名貴為價值逾3萬元

的陀飛輪腕錶；而每位機場入境旅客

都可獲免費7天Wi-Fi通行證。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希望，藉大抽

獎能刺激更多旅客來港消費，幫助零

售業界。

「香港 FUN 享 夏 日
禮」由昨日起至8

月底，於香港國際機場舉辦
「即到即賞」大抽獎，向訪港
旅客送出豐富禮品，最名貴頭
三位獎品包括價值逾3萬元的
陀飛輪腕錶、再依次為逾萬元
的鑽石腕錶、以及單人4日3
夜郵輪假期，其間入住海景客
房。有主題酒店則送出免費住
宿服務或折扣優惠，亦有免費
自助餐、商場現金券及指定型
號手機等。

離境抽獎得主攜伴再遊港
同時，旅發局同步於機場舉

辦「百萬富翁遊香港」壓軸大

抽獎，旅客離境時可以參加。
最終10名幸運兒可於稍後攜
同一名親友以富豪級待遇重遊
香港，享受 4日 3夜頂級之
旅。各得獎者可獲得超過價值
30萬元的獎品，有機會體驗
10家高級酒店的住宿服務及貴
賓待遇。
另外，旅客可於旅發局網站

及「香港．我的智遊行程」應
用程式等平台，下載多款由本
地商戶提供的電子優惠券。旅
發局希望藉着「香港FUN享
夏日禮」，及在短途及內地市
場進行的大規模宣傳工作，吸
引旅客於夏季訪港，並刺激消
費。

上月訪港客年升3.6%
蘇錦樑公布指，上月訪港旅客

按年升3.6%，其中內地旅客升
5.1%，非內地旅客跌0.9%；本
月首兩周訪港旅客則按年跌
0.9%，其中非內地旅客跌
6.2%。他稱，目前歐美經濟情
況仍受不明朗因素影響，長途旅
客數字可能短期內不會有太大改
變；故今次旅發局的推廣，大部
分資源都放在短途巿場上。

「即到即賞」大抽獎昨率先
為一眾剛抵埗旅客帶來驚喜。
來自菲律賓的Soleil及Chris是
服裝設計師，去年曾到訪香
港，今次希望遊歷中環、上環
的藝術畫廊及元創方，他們昨
抽中純銀吊飾及觀光大巴士套
票。泰國姊妹花Chittralada及
Chirapat 則 抽 中 價 值港幣
1,000元的簽賬額及3D美術館
門票。兩人希望品嚐香港奶
茶、蛋撻及點心。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楊喆
彤）本土創作電影《捉妖記》的妖
精胡巴登陸昂坪纜車，從今日起至
下周一，市民只需在購票時多付
50元即可選乘胡巴纜車，更有特
別版水晶車可供選擇，這額外收益
將全數捐給本地藝術文化組織。昂
坪360董事總經理關敏怡預期，6
月賓客人數會因此上升，活動期間
每日纜車數目將統一為假期班次
109架。
有「史力加之父」之稱，《捉妖
記》導演許誠毅是次把原創角色
「胡巴」帶上纜車，他表示是因胡
巴長得像蘿蔔，與纜車親近大自然
的形象非常貼合。6月16日至7月
5日期間，由他設計的10架胡巴纜
車將加入纜車車隊，其中1架纜車
屬特別版水晶車。
在下周一（22日）前，市民只

需於購買來回票時加50元，便可
乘坐胡巴纜車，亦可得到優先購買
纜車票服務及《捉妖記》紀念品一
份，而每天首位「胡巴」乘客更可
獲電影首映門票兩張。而下周二
起，所有市民則毋須加錢，便有機
會乘坐胡巴纜車。所得收益將全數
（50元）捐贈給本地藝術文化組
織「非常香港」。
昂坪360預計，市民乘坐胡巴纜

車的輪候時間將較長，未能在去程
時坐上胡巴纜車的市民，可選擇到
服務中心預約回程纜車，以確保市
民都能夠乘坐一程胡巴纜車。

胡巴人偶周六日 市集出沒
活動期間，市民亦可於昂坪市集

參加尋寶活動，收齊5個藏在市集
的胡巴印章換禮物，周六及周日更
會有胡巴人偶出沒。由電影演員、
配音員及「非常香港」推薦的4位
設計系學生、畢業生設計的8座不
同造型胡巴塑像，亦會在昂坪市
集、纜車站和尖沙咀The ONE商
場現身，關敏怡希望活動可令更多
市民留意本地創作藝術。

首5月纜車客人數跌逾半成
關敏怡又稱，今年1至5月纜車的每日賓客人數

較去年同期下跌約5.5%，與香港整體旅遊業發展
相符，特別是日本近年匯率下跌令吸引力大增，
相信對纜車生意額有直接影響，但韓國「新沙士」
的影響尚未浮現。她期望活動能吸引更多市民和
遊客入場，活動期間每日纜車數目將維持在109
架，確保市民有更多機會坐上胡巴纜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俗稱「新沙士」的中東
呼吸綜合症疫情在韓國未見緩和，港府早前已對韓國發
出紅色旅遊警示。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胡兆英昨稱，業
界受疫情影響而取消韓國團，估計最少損失800萬至
1,000萬元。旅議會下周一（22日）將與業界開會，討
論下月的旅行團安排；而有旅行社負責人表示，傾向取
消下月出發的韓國團。
胡兆英昨在電台節目上說，7月至8月為傳統旅遊旺

季，大多旅行社都會預先安排接待及行程，包括機票丶
旅遊巴士丶酒店房等，務求提供足夠旅遊名額，今次取
消韓國旅行團，旅行社未必能夠取回全數退款，若果疫
情持續，本港旅遊業界損失將會更大。

東瀛遊執行董事禤國全則在另一電台節目上稱，在港
府未把應變級別提升至「嚴重」前，東瀛遊已容許客人
自行選擇，更改旅行地點或保留團費半年，當時不少顧
客已決定轉團，改往日本或團費相若的台灣、泰國或馬
來西亞旅遊，故對旅行社損失不大。
對於下月會否重開韓國團，胡兆英指旅議會下周一（22

日）將與業界開會，討論下月的旅行團安排，業界初步傾
向會視乎政府是否仍發出旅遊警示，以及向韓國方面的接
待查詢當地最新情況，作為重要參考指標。禤國全則說，
因韓國仍有新增感染個案，為了客人的安全，他相信旅議
會延續取消韓國團的機會相當高，而他個人傾向取消下月
出發的旅行團，但最後決定仍待開會後才公布。

高永文：日後可向保安局建議發旅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

昨日進行會議，就本港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俗稱
「新沙士」）的防疫措施作出檢討。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高永文於會上表示，特區政府除已由本月11日起，改
為每日兩次發布最新消息，亦會加強社交平台發放資訊
的能力。高又稱，已與保安局取得共識，日後若食衛局
認為某些地區的健康風險較高，可直接向保安局建議發
出外遊警示。
會議上，民建聯議員葛珮帆表示，對於網上謠傳的一

些「新沙士」消息，她關注當局會否即時公開澄清。高
永文回應指，因應早前青衣城出現懷疑個案後，有人於
網上發布失實消息，令市民造成恐慌。他稱，政府會用
不同方法，包括在社交平台發布政府消息，至於會否召
開記者會澄清，則視乎事件性質。
高永文表示，根據世衛指出，沒有證據顯示在韓國的

新沙士病毒出現突變或出現持續傳播，確診數目亦有下
降，但港府仍會觀察多一兩星期，未來數星期仍維持嚴
重應變級別，直至韓國疫情受控。高永文又說，自提升
戒備級別至今，本港共215宗懷疑個案要接受隔離檢
查，但未有陽性報告。
公民黨議員郭家麒則稱，政府向韓國發出「旅遊健康建
議」不足一天後，就改發紅色外遊警示，他認為現時外遊

警示不涉及傳染病風險，當局應檢視制度。高永文稱，當
局事後已與保安局取得共識，若日後當局認為某些地區的
健康風險較高，可向保安局建議發出外遊警示。
高永文解釋，現時保安局在發出旅遊警示方面已有妥

善機制，出入境及宣傳方面亦有相關措施。他指當局發
出「健康旅遊建議」時，沒證據顯示韓國出現社區爆
發，只是確診數目較多，所以認為當地社區爆發風險增
加。
高永文稱，當日發出「旅遊健康建議」主要基於健康

理由及避免疫症傳入香港的風險，而保安局翌日發出旅
遊警示，是因部分市民已購買機票或報團，退款上會有
困難。

台灣情侶林
先生（右一）
及 張 小 姐
（左一），昨
抽中名貴房車
免費機場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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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購物禮
券。兩人稱今
次到港，冀能
品嚐地道港式
點心。

翁麗娜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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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發展局舉辦「2015香港FUN享夏日禮—大買‧愛吃‧玩不停」活動，向訪港旅客大派總值逾4億港元豐
富禮品。 翁麗娜 攝

■左起：昂坪360董事總經理關敏怡、《捉妖
記》演員吳君如及導演許誠毅，昨為「胡巴」
纜車主持啟動禮。 楊喆彤攝

■高永文 劉國權 攝■葛珮帆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