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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香港新聞 ■責任編輯：霍柏宇、甄智曄 2015年8月28日（星期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受外圍經濟環境影
響，加上年初出現一連串以「反水貨客」為名的暴力趕
客事件，令香港旅遊業大受重創，近月訪港旅行數目更
罕見地出現按年跌幅。工聯會轄下多個與旅遊相關的行
業工會日前紛紛指出，種種跡象顯示旅遊、零售、酒店
等行業正步入寒冬期，非但從業員收入大減，持續下去
更可能出現裁員、結業潮。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促
請政府從不同方面入手重振旅遊業，並增設更多新旅遊
景點以維持本港的長遠競爭力。
鄧家彪指出，根據政府統計處數據，香港今年6月份
入境不過夜旅客數目按年升幅放緩至4.5%，過夜旅客數
目更按年跌4.1%。
此外，今年第一季酒店入住率41%，較去年同期跌4

個百分點；平均房租亦下跌12.7%至1,249元，「上述
數字已足以反映，訪港旅客數目並非只是增長放緩的問
題，更出現倒退，必須正視。」
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總幹事林志挺指出，現時內地客

佔訪港旅客的70%，而根據旅遊業議會數字顯示，今年
2月至7月的內地訪港旅行團數目亦連續下跌，當中除5
月份按年跌3.4%外，其他月份均呈雙位數字跌幅，3月
份更按年暴跌41.9%，「單是今年上半年，內地訪港團
數目已按年大減18%，即接近1.4萬團，令從業員大受
影響。」

少1.4萬內地團 四成導遊兼職
他指出，年初的「反水貨客」風波更令不少旅行轉去

東南亞其他地方，「加上東南亞外匯價跌，更難叫他們
重來香港。」
香港專業導遊總工會主席余莉華指出，現時不少導

遊都是兼職而非長工，在訪港團數目大減的情況下，
導遊工作量亦相應大減，部分只好暫時停工休息；部
分暫時轉至保險、建造或餐飲等行業，甚至不再續旅
遊證，「已有 30%至 40%從業員不再以導遊為正
職。」

酒店劈價保命 百貨藥房削佣
酒店及餐飲從業員協會幹事奚洪泉表示，近年本港

酒店入住率長期維持平均90%至92%，今年6月至7月
已跌至80%，銅鑼灣、灣仔的酒店入住率更平均下跌
20%，不論5星級酒店以至賓館都要減價促銷。他舉例
指出，香港仔一間3星級酒店的房價由年多前的近
1,500元減至約800元一晚，現時更900元一晚附送晚
餐；屯門黃金海岸有酒店的房價由2013年高峰期的
2,000元減至現時的1,000元更開拓本地親子客源。他
說：「好多酒店因工作量減少而要員工清假，我們不
希望沙士時期的無薪假重臨。」
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副理事長鄧祥勝指出，近月

零售百貨業的僱員佣金每月減少約20%至30%。他表
示，目前雖未出現大量裁員的情況，但已對業界造成一
定衝擊，當尤以藥房所受影響較大，部分更在租約期未
滿下被迫退租，擔心明年會出現裁員、結業潮。

內地客減 海園暑假客跌成半
跌幅慘過訪港人次同比 其他景點遊客亦少逾一成

趕客連累多行業 鄧家彪促振旅遊

星光大道「閉關」3年 銅像手印入「園」

旅發局數據顯示，本港上半年訪港過夜旅客人次按年
跌3.8%，內地、短途、長途及新興市場過夜旅客

全線下跌2.6%至5.9%。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早
前透露，7月份整體訪港人次按年下跌8.4%，8月首半個
月跌幅收窄至2.1%。

「夏水禮」吸本地客 消費強可幫補
海洋公園營業及市務執行總監李玲鳳昨日在萬聖節
「哈囉喂」活動發佈會上指出，公園於暑假7月至8月期
間的整體入場人次約下跌15%，當中以外來旅客、尤其
是內地客減少為主要原因，估計與外圍經濟環境不明有
關，「現時有很多外來因素，例如外匯下跌影響了旅客
來港的意慾，所以對我們都有影響。」
對於跌幅高於旅發局的整體訪港旅客數據，她指到訪
主題公園的客人通常是過夜旅客及旅遊玩樂目的為主，
因此早已對入場人次下跌有心理準備，坦言旅客減少非
園方可以控制。但她指出，尚幸暑假推出的「夏水禮」
對本地客人吸引力不小，「本地遊客增長好多，消費能
力亦強，『拉勻』來看成績仍不俗。」由於8月尚未完
結，遊客消費及入場數字有待稍後公佈。

迪園同錄跌幅 昂坪惠客止蝕
另一主題公園香港迪士尼樂園不評論旅客下跌情況，
並指入場人次會於每年業績發佈同時公佈。但美國華特
迪士尼本月初發表第三季業績時，提及香港迪士尼入場
人數及樂園酒店過夜客量同錄跌幅。
昂坪360發言人回應本報查詢時表示，近日訪港旅客
下跌對纜車賓客數字難免帶來一定影響，公司會積極舉
辦不同類型活動，並適時推出各種針對性的優惠，以吸
引賓客到訪。發言人表示，早前推出的兒童長者乘坐纜
車優惠及派發100元水晶纜車套票優惠券，均取得一定
成效，但鑑於訪港旅客持續下跌及其他外圍因素，對下
半年的賓客到訪人數保持審慎態度。
旅遊業議會主席胡兆英認為，海洋公園一向是內地
團客的行程景點，但旅議會數字顯示，６月至7月的
內地旅行團跌幅逾 20%，現時公園跌 15%「已算合
理」，估計是海洋公園在暑假期間針對本地客推廣下
的成效。他聽聞今年6月至8月多個大景點如迪士尼、
山頂、蠟像館等的旅客人次均跌逾10%，他形容內地
客外遊選擇多得像「滿漢全席」，料跌勢會持續，
「都冇乜靈丹妙藥。」

行程互動吸客 胡兆英倡多元
他寄語旅遊業界面對現實，除了注重內地客，也多落
力向新興市場推廣，在行程計劃方面也要多元化，增加
旅客對行程的互動性，減少以往「到此一遊」拍完照便
離開的行程。此外，亦可發揚本港的盛事旅遊，取締傳
統的購物旅遊，「香港購物已不及韓國、日本吸引。」
他指出，澳洲客人愛看賽馬及品嚐美酒佳餚；有台灣白
領麗人甚至為萬聖節一個月來港3次，反映業界如將本
地文化包裝在行程內，有利吸引遊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炎夏未完，

本港旅遊業已感受到「寒氣」。香港旅遊發展

局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的過夜旅客人次按年

跌3.8%，過夜旅客下跌亦拖累本港多個旅遊

景點的入場人次，其中昨日舉行萬聖節活動發

佈的海洋公園表示，暑假整體入場人次大跌

15%，跌幅高於旅發局7月及8月首半個月的

8.4%及2.1%。公園解釋，跌幅主要來自內地

客源減少。旅遊業議會主席胡兆英認為跌幅合

理，並透露聞說本地其他遊樂景點亦難倖免，

旅客跌幅逾10%。

哈囉喂全日祭2015
*日期

時間

票價

售票地點

*9月及10月1日開放日子已被企業包場
**優先進16個鬼屋景點（H15除外）及獲200元餐飲與商品優惠券
資料提供：海洋公園 製表：袁楚雙

2015年10月2日至4日、9日至11日、16日至18日、
21日至25日、29日至31日、11月1日

周末及公眾假期：早上10時至晚上11時
平日：早上10時半至晚上11時
海園門票：成人港幣345元；3歲至11歲小童港幣173元
哈囉喂優越門票：成人港幣690元；3歲至11歲小童港幣
345元**

海洋公園售票處、網站及香港全線7-Eleven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活化尖沙咀海濱計劃自宣
佈以來一直引起各界爭議。康文署及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昨日首次召開記者會，向傳媒解釋計劃細節。康文署副署
長吳志華表示，新世界不會在日後的營運取得任何利潤，
加上對方尚有9年合約，若重新招標會「相當麻煩」，故
基於公眾利益考量，認為不招標是「合情、合理」。
不少聲音質疑政府在未有公開招標下，將活化尖沙咀海
濱計劃交予新世界。吳志華昨在記者會上指出，一般需要
招標的項目會提供明確服務。他以採納公私營合作模式的
西隧為例子，投資者出資營運並收取隧道費，但星光大道
擴建，新世界不會獲得任何商業利益。

所賺「每一毫子」全交港府
吳志華解釋指出，新世界日後在尖沙咀海濱所賺的「每
一毫子」都要交還港府，用以支持管理海濱所需要的管理
費及維修費等，如有虧損則由新世界承擔。他指由於整個
合作模式屬於「非牟利、非商業、非採購」，故此無須進
行招標，並希望大眾勿戴有色眼鏡看待今次事件。
他續說，康文署一直有計劃逐步優化尖沙咀一帶，如香
港藝術館已閉館進行復修，文化中心亦有類似計劃，啟用
逾20年的尖沙咀海濱亦是優化名單之內。他指由於新世
界尚有9年合約，加上區議會一直有聲音要求優化海濱，
故此早於2013年年底展開相關討論。他又表示，現時整
段星光大道有6,700呎用作餐飲及售賣紀念品，將來會增
加約2,000呎，但強調不希望過於商業化，屆時海濱的餐
廳也不會太高檔。

新世界只是管理代理人
吳志華又反駁坊間有說法指政府割讓大片土地予新世

界，強調「康文署仍是尖沙咀海濱的大地主」，擁有絕對
話事權及管理權，對方只是管理代理人。他表示，港府未
來擬成立管理委員會，由首長級官員出任主席，以監察管
理代理人日常運作，期望今年內簽訂新管理合約。
對於新世界為何願意「貼錢」負責整個項目，新世界發

展有限公司高級項目總監董正綱回應指出，現時星光大道
不少設施需要維修保養，每項小修小補成效不彰，期望透
過大型的活化工程，美化海濱之餘，亦能帶動整個油尖旺
區旅遊業的發展。董正綱坦言，過去11年管理星光大
道，新世界每年的賬目均「見紅」，暫時亦未有答案肯定
活化後是否能達到收支平衡。

鍾港武：計劃助分散人流
兩人其後前往油尖旺區議會講解計劃，民建聯油尖旺區

議會主席鍾港武支持活化尖沙咀海濱計劃，認為可以帶動
海濱附近周邊的經濟發展，促進本地的零售、酒店、旅遊
經濟收益。他表示，過去旅客集中在星光大道，相信活化
計劃有助分散人流。

哈
囉
喂「
玩
死
人
」
獨
行「
頭
七
」之
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昨日是農曆七月十四，
海洋公園卻「百無禁忌」發佈今年「哈囉喂」一系列應節
活動。繼去年恐怖H14限制級鬼屋，今年園方特別將鬼屋
升級至H15，每次只限單人體驗死亡「頭七」之旅。公園
同時與美國著名劇集《陰屍路》（The Walking Dead）製
作公司合作炮製驚嚇體驗。不過，票價卻較去年增加近
10%，園方解釋票價是隨通脹調整。
海洋公園演藝節目總監歐陽綺華昨日透露，今年「哈囉

喂」總投資額超逾8位數字，屬歷來最高，每日安排了約
666名演員為遊客提供驚嚇娛樂體驗，又設8間鬼屋，部分
鬼屋日夜分別為家庭客及挑戰恐懼的遊客提供截然不同的
體驗。場內亦有餐廳推出多啦Ａ夢活動，粉絲可一飽眼
福。
噱頭之最是升級限制級鬼屋H15，以港人熟悉的「頭
七」作主題，並由去年的小組形式升級至單人參與，參加
者躺在靈床上被「仵作」推往陰曹地府，在3D環迴立體
音效包圍下感受10分鐘死亡之旅。不過，參加者如中途想
「縮沙」，也可用暗號讓職員在額上貼黃符終止恐怖旅
程。H15只容許16歲以上人士參與，首輪網上登記預約於
今日中午12時開始，次輪及第三輪登記分別於下月4日及
10日展開，據悉至少有1,000個名額供遊人登記。

與美劇《陰屍路》合作打造鬼屋
另外，海洋公園與劇集《陰屍路》製作公司福斯國際電視網合作，
呈現歷年來場景最多的鬼屋「逃出陰屍路」，以喪屍兇猛突襲炮製恐
慌感。「異種突襲大屠亡」則首度引入全長40米的充氣障礙賽道，參
與者需狂奔避過生化怪物的魔爪和毒霧襲擊。
為縮減輪候時間，遊人可使用「哈囉喂預訂通行證」應用程式預約

4間指定鬼屋的體驗時間。被問到今年優越票價及整體入場價格上升
接近10%，李玲鳳解釋是按一般通脹幅度調整，9月份會有其他優惠
公佈回饋市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星光大道因應優化
工程需關閉3年，新世界擬在原址附近增設兩個景
點，讓觀光旅客繼續欣賞影星風光。新世界計劃將尖
東海濱平台花園化身成為「星光花園」，並將星光大
道的銅像、名人手印移至「星光花園」。「星光影
廊」位於尖東港鐵站近J出口，將展示電影歷史及明
星劇照。
星光大道最快於今年10月動工，預計2018年第四
季才重新開幕。為了不讓特意到訪的旅客無以為繼，
新世界增設新景點，當中最快面世的是「星光影
廊」，預計今年10月開放，屆時將於尖東港鐵站近J

出口展示電影歷史及明星劇照。
「星光花園」將分成兩期進行，第一期最快今年底
前完工，屆時展出銅像、10個至20個明星掌印、以漫
畫重現經典電影場景如《英雄本色》、《胭脂扣》及
《龍的心》等。第二期則展出其餘的掌印及牌匾，以
及香港電影資料展覽場地，最快於明年首季展出。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高級項目總監董正綱昨日表

示，冀在尖沙咀梳士巴利花園打造一個享有無敵海景
的地方，屆時或會搬移部分阻礙海景的建築物。另
外，新世界將於下月4日出席油尖旺區議會運輸交通
委員會議，匯報有關改善交通措施及落實的情況。

康署：活化海濱「非牟利」尚有9年約不宜招標 活化海濱時間表
位置

星光大道現址

梳士巴利花園

尖沙咀東海濱花園

資源來源：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製表：翁麗娜

預計施工日期

今年第四季

明年首季

明年首季

暫定開幕日期

2018年第四季

2017年首季

2018年首季

■■吳志華吳志華 翁麗娜翁麗娜 攝攝■■董正綱董正綱 翁麗娜翁麗娜 攝攝

■李玲鳳(右)指
出，公園於暑假
7月至8月期間
的整體入場人次
約下跌15%。

梁祖彝 攝

■海洋公園哈囉喂全日祭踏入15
周年，今年邀請盛智文及藝人黃
夏蕙拍攝宣傳短片。 梁祖彝 攝

■666隻「猛鬼」出巡為遊人帶來娛樂體驗。 梁祖彝 攝

■■場內有餐廳以多啦場內有餐廳以多啦AA夢作佈置主題夢作佈置主題，，惠顧指定套餐更可獲得限定紀念品惠顧指定套餐更可獲得限定紀念品，，粉絲有福了粉絲有福了。。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活化海濱計活化海濱計
劃概念圖劃概念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