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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讀白皮書
■2009年以來，中國政府向婦女發放小額貼息貸款
2,220.6億元人民幣，扶植和帶動千萬婦女創業就
業。

■2013年，全國女性就業人數為34,640萬，佔就業
總數的45%。

■2014年，婦女享受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數分
別為792萬人和1,826萬人，比2006年分別增加了
200萬人和1,591萬人。

■2014年男女童小學淨入學率均為99.8%，提前實現
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

■2014年，高校女教師比例為48.1%，比1995年增
長了18.1個百分點。

■2015年，中國有女外交官1,695人，佔外交官總數
的30.7%。

香港十大熱門景區
排名 景區名稱 點評數量 平均打分

1 香港迪士尼樂園 7969 4.65

2 海洋公園 5633 4.57

3 太平山頂 2833 4.45

4 星光大道 2507 4.04

5 維多利亞港 2503 4.48

6 杜莎夫人蠟像館 1047 4.27

7 金紫荊廣場 816 3.58

8 黃大仙祠 631 4.02

9 大嶼山 597 4.47

10 中銀大廈 591 4.06

■記者秦占國根據《世界旅遊城市發展報告（2015）》整理

逾八成內地客滿意港景區
迪園海園太平山頂 膺三大熱門景點

有關香港部分的報告是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以攜程旅行
網和窮遊網為對象，共抓取165,177名有效用戶，對香港

旅遊的逾40萬條點評數據分析得出的結果。這些受訪者平均到
訪過9.21個城市，到訪香港的方式多為家庭親子旅遊，其次為
商務出差、朋友出遊和情侶出遊。通過對在線點評的數據分
析，用戶對香港酒店最為滿意，5分的滿分評價中，酒店得到
了4.43分，景區獲得4.33分，餐飲和購物得分僅為4.15分。

熱門景區人多擁擠
在酒店方面，內地遊客的不滿意主要集中在服務態度、衛
生狀況、位置、設施設備等。有關景區的調查中，迪士尼樂
園、海洋公園和太平山頂是香港三大熱門景點，人多擁擠、
排隊長也是內地遊客普遍不滿的地方，「缺乏特色」也是出
現頻次較高的意見。九記牛腩、翠華餐廳和澳洲牛奶公司是
內地客點評最多的三甲餐廳。購物方面，尖沙咀、中環和銅
鑼灣則是三大最熱門購物區。

旅遊開發兼顧生態
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秘書長宋宇在峰會發言中指出，遊客
需求多樣化、個性化，要求旅遊目的地城市加快旅遊資源多
向度開發，推進旅遊線路整合與特色產品開發，避免旅遊產
品的同質化、平庸化，提升城市旅遊競爭力。不過，隨着大
規模旅遊潮的出現，也給一些地區和城市的生態環境和居民
生活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我們必須重視這些問題，避免因
旅遊資源過度開發，造成生態環境破壞和給居民生活帶來不
便。
報告還指出，建議香港業界提升服務水平，加強特色和內涵
旅遊項目的挖掘，重點提高遊客分流和疏導能力，改善購物環
境並加強商品質量的監管。同時，注重親子旅遊市場，提供配
套設施以及開發相應的旅遊產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秦占國 摩洛哥報道）世界

旅遊城市聯合會2015拉巴特—非斯香山旅遊峰

會，昨日在摩洛哥公佈《世界旅遊城市發展報告

（2015）》，報告中有關中國公民出境旅遊目的

地輿情報告，對香港列專章進行論述。調查報告

顯示，2011年至2014年內地訪港總人數穩定上

升，但是過夜遊客比例下降。內地遊客對香港酒

店最為滿意，其次是景區，84.62%內地遊客給予

了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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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 洛 哥 報
道）世界旅
遊城市聯合
會專家委員
會主任魏小
安坦言，此
次峰會首次
在國外城市
舉辦，會員
城市共 450 人與會。其中，中國
150人，其餘300人都是國外各個
城市會員單位機構和代表，他們非
常踴躍的參加。魏小安分析，此次
峰會體現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的影
響力、輻射力和凝聚力，一個由中
國發起的年輕的國際組織被大家認
可不容易，沒想到成立三年就吸引
了這麼多旅遊城市的極大關注。特
別是國際世界旅遊組織在觀察了三
年後，今年主動來參加峰會並合
作，就是看到了與聯合會有很大的
務實合作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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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秦占國摩洛哥報道）世界旅
遊城市聯合會2015拉巴特—非斯香山旅遊峰會昨日
公佈的《世界旅遊城市發展報告（2015）》顯示，
巴黎、倫敦、香港位居世界旅遊城市發展指數前三
位。除香港外，北京、上海和澳門也進入了旅遊城
市前20強。在六大分項指數中，香港排列旅遊景氣
指數第一位，倫敦獲得旅遊吸引力指數和旅遊滿意
度指數兩項第一。
據悉，世界旅遊城市發展指數是評價城市旅遊發

展水平的綜合性指標體系，本次報告採集數據樣本涵
蓋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的63個會員城市。世界旅遊城
市聯合會秘書長宋宇在峰會上指出，未來全球旅遊業
有望繼續保持增長態勢，對促進世界經濟增長的作用
日益顯著。同時，日益增長的大眾化、多樣化的旅遊
消費需求也在推動旅遊業的業態、市場及旅遊形式發
生巨大的變化。這將為旅遊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新的
機遇和挑戰，多元化成為旅遊發展成熟的標誌和推動
力。

旅遊景氣指數 香港居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一涵 北京報道）國務院新聞
辦公室昨日發表《中國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白皮書，
這是中國政府發佈的第三部關於婦女發展方面的白皮
書。中國婦聯副主席宋秀岩在發佈會上表示，婦女平等
就業權利在中國已得到保障，2013年內地女性就業佔就
業總數的45%，互聯網領域創業者中女性佔55%，男女
受教育差距明顯縮小，2014年男女童小學淨入學率均為
99.8%。
昨日發表的《中國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白皮書約1.1
萬字，從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的機制保障、婦女與經
濟、婦女與教育等方面，詳細介紹了推動性別平等與婦

女發展的政策措施和取得的顯著成就。
報告顯示，男女受教育差距明顯縮小，2014年男女童

小學淨入學率均為99.8%，提前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
標。普通高等學校本專科和碩士研究生，女生比例分別
為52.1%和51.6%。2013年女性15歲及以上文盲率為
6.7%，比1995年降低17.4%。

決策管理層 女性比例升
另一方面，婦女參與決策和管理的比例逐步提高。宋
秀岩表示，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女代表比例為
23.4%，比20年前提高2.4%；2013年村委會成員中的女

性比例為22.7%，比2000年提高7%；居委會成員中的
女性比例已達到48.4%。
相關資料顯示，政府在婦女發展方面發表過兩部白

皮書，顯示中國女性地位不斷改善。1995年，聯合國
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之前，政府發表了
《中國婦女的狀況》白皮書；2005年，為紀念聯合國
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召開10周年，政府發佈《中國性
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狀況》白皮書，回顧10年間婦女發
展的成就與經驗，介紹了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
社會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以及
婦女發展的狀況。

就業總數女性近半 男女受教育差距縮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倪夢璟上海報道）上海自貿區即
將迎來兩周歲生日。而據上海美國商會近日公佈的「貿
易環境滿意度調查報告」顯示，超半數受訪企業認為上
海自貿區可以幫助企業更高效、省時地完成通關手續。
同時，上海自貿區「先入區，後申報」制度受到近九成
受訪者認可。另外，對於備受期待的「金改49條」，有
業內人士認為或將正式出台。
據悉，不少受訪者認為，在上海「因通關時間不確定
性導致的成本」比在中國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少，並且贊
同這一觀點企業比例較去年上升了14%，報告指受訪者
已將自貿區視為提高效率的一種手段。
在政策方面，「先入區，後申報」這一政策得到最高

評價，其次則是「關稅/增值稅合併支付」與「自貿區內
自行運輸」。有48%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最期待上海海
關與CIQ進一步提高合作程度。此外，33%的受訪者希
望進一步改革自貿區電子商務平台，例如提供更多選擇
的電子商務通關平台，提高電子商務通關平台評估的透
明度等。
另外，在之前舉行的通氣會上，上海市金融辦副主任
李軍曾表示，「金改」前期準備工作已經完善，審議通

過後會加快發佈實施。上海自貿區管委會副主任簡大
年也曾表示，相關政策會於近期出台。據經濟學家宋
清輝透露，現自貿區「金改49條」準備工作基本完
成，目前正在等待發佈的「東風」。不過，也有業內
人士認為，由於股災之後金融領域的創新措施都在收
縮，近期推出金改政策較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趙勇連雲港報道）揚子江國際論
壇2015峰會「一帶一路」戰略及交匯點高層論壇，昨日
在江蘇連雲港市舉行，此次論壇由江蘇省對外友好交流
促進會和連雲港市政府共同舉辦，與會專家紛紛表示，
對接「一帶一路」戰略，香港有自身優勢，但也要轉變
思路，與內地合作共贏。
美利堅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趙全勝表示，香港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和東西方交流樞紐，應該強化「走出去」
的意識。「香港也是『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節點地
區，香港的眼光應該更開闊，應該從以前的聚集資源，
轉變為帶着自身優勢更多走出去。」
博鰲亞洲論壇研究院副院長吳士存表示，隨着全球經

濟格局的調整和東西方交流渠道的增多，香港東西方交
流樞紐的功能正在弱化，「一帶一路」對香港也是重大
機遇，只有加快走出去，香港才能更多分享「一帶一
路」戰略的紅利。
南京大學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朱鋒則

認為，香港應該利用「一帶一路」戰略，多與內地企業
合作，為內地企業走出去提供金融、物流等方面的支
持，與內地企業聯手拓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
的第三方市場。

「一帶一路」論壇 專家把脈香港機遇滬自貿區政策獲九成企業好評
京「史上最嚴控煙令」效果明顯

新廣告法公佈後 違法數量減七成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工商總局副局長甘霖昨日表
示，1994年頒佈廣告法時，內地廣告營業額為280
億元（人民幣，下同），到2014年已達5,605.6億
元，年均遞增17.2%，成為中國增長最快的行業之
一，廣告市場總體規模居全球第二位。據悉，新廣
告法公佈後，8月份全國違法廣告條數比4月份減少
逾七成。
據中新社報道，甘霖在當日於河南鄭州舉行的

「2015市場監督管理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時說，
中國新廣告法今年9月1日起施行，標誌着中國廣告
業法制建設進入了新階段。她說，新廣告法公佈
後，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稱之為史上最嚴廣告法。
有的民眾擔心新廣告法會限制廣告創意的自由空
間，影響該市場和廣告業的發展。甘霖說，這些爭
議和擔心，一方面反映了社會各界對廣告市場環境
和廣告業發展的關注，另一方面也督促執法部門進
一步加強普法宣傳工作，保障新法的正確實施。
她強調，規範廣告行為與廣告創意自由從來就不

矛盾，廣告的長期繁榮和發展決不能以破壞市場秩
序、損害消費者權益為代價。虛假違法廣告只能帶
來短期利益，破壞的卻是廣告業健康持續發展的基
礎。據監測數據顯示，新廣告法公佈後，8月份全
國違法廣告條數比 4月份減少 15,528 條，下降
72%；違法廣告條次減少 46,283 條次，下降
80.2%；違法廣告時長減少 17,728 小時，下降
86.5%。市場人士預計，9月1日新法正式實施後，
違法廣告的數量、時長有望進一步降低。

香港文匯報訊 被稱為「史上最嚴控煙令」的
《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施行將滿百日，內地控制
吸煙協會昨日發佈的一項調查顯示，北京公共場所
無煙環境大幅改善。
據新華社報道，《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於今年

6月起施行，明確規定公共場所、工作場所的室內
區域及公共交通工具內全面「禁煙」，而包括幼兒
園、中小學校、體育場在內的室外區域也禁止吸
煙。條例出台後，受到公眾廣泛稱讚。
中國控制吸煙協會在《條例》實施前後抽查了包

括賓館、餐廳、醫院、網吧在內的北京441個公共
場所，隨訪了被調查場所的1,200名公眾人士。調查
顯示，公共場所吸煙人數從11.3％下降到3.8％，其
中網吧吸煙人數下降最為明顯。而張貼禁煙標識、
煙具擺放、煙蒂數量等多項無煙環境指標也明顯改
善。
93％的受訪者認為，北京無煙環境出現改變，
76％受訪者對《條例》的執行表示滿意，超九成受
訪者支持公共場所禁煙。調查發現，公眾對北京公
共場所控煙滿意度從42％提高到81％。目前，北京
無煙環境最好的是醫院，變化幅度最大的是網吧、
酒吧，賓館無煙環境建設有待改進。

■■上海自貿區將迎兩上海自貿區將迎兩
周歲生日周歲生日。。圖為上海圖為上海
自貿區自貿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婦女平等就業權利已得到保婦女平等就業權利已得到保
障障。。圖為內地女青年在車間加圖為內地女青年在車間加
工針織品工針織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世界旅遊城市聯合
會專家委員會主任魏
小安。 記者秦占國攝

■■逾八成內地遊客給予香逾八成內地遊客給予香
港景區好評港景區好評。。圖為內地遊圖為內地遊
客在維港拍照客在維港拍照。。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