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5月份勞動節3天連假令內地旅客外遊意慾強勁，香

港零售業均期望生意有所增加，但特區政府昨日公佈的5月份零售數據卻顯示，

357億元總銷貨值按年下跌8.4%，連續15個月下跌，跌幅更較4月擴大0.9個百分

點，令業界大跌眼鏡。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鄭偉雄指，跌幅反映旅客及本地消費

模式轉變，減價促銷的提振作用再不復見，預料今年下半年跌勢持續，要待2018

年才能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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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零售跌 劈價救不了
357億總銷貨值年減8.4% 專家料2018年始見底

5月零售銷貨值按年變化
零售類別銷貨價值 按年升/跌幅

雜項耐用消費品 -34.6%

電器及攝影器材 -25.2%

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物 -18.7%

眼鏡店 -8.8%

中藥 -7.2%

汽車及汽車零件 -6.9%

鞋類、有關製品及其他衣物配件 -6.3%

書報、文具及禮品 -6%

傢具及固定裝置 -6%

百貨公司貨品 5.9%

服裝 -5.7%

燃料 -2.2%

其他未分類消費品 -0.3%

食品、酒類飲品及煙草 +3.1%

超級市場貨品 +1.5%

藥物及化妝品 +0.3%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製表：聶曉輝

6月30日(第16/073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7月2日

頭獎：$22,324,120 （1注中）
二獎：$1,581,440 （0.5注中）
三獎：$19,200 （230注中）
多寶：$79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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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指出，初步分析6月份
的訪港旅客數字跌幅略為收窄，再加上各方刺激消

費的活動，料零售業未來能正面發展。
今年5月份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為357億元，按
年下跌8.4%；扣除期間價格變動後，5月份零售業總銷貨
數量亦按年下跌9%。今年首5個月合計零售業總銷貨價
值下跌10.8%；總銷貨量亦按年下跌10.2%。
數據顯示，雜項耐用消費品錄得最大的34.6%按年跌
幅，其次是電器及攝影器材；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
物，分別按年下跌25.2%及18.7%。不過，超級市場貨品
則上升1.5%，食品、酒類飲品及煙草亦按年升3.1%。

旅業弱消費慎 業界前景未明
特區政府發言人指出，5月份零售業銷售仍然疲弱，多
個零售商類別的銷售繼續錄得按年跌幅，部分原因是訪港
旅遊業放緩的拖累，而經濟大環境欠佳致市民消費意慾較
為審慎亦是原因之一。
發言人續說，短期內業界前景仍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要視乎訪港旅遊業表現及外圍環境不利因素等影響，繼
續密切留意零售業銷售表現及其對整體經濟和就業市場
的影響。

旅客跌幅收窄 政府多招挽頹勢
蘇錦樑昨日出席一個場合時表示，全球經濟不明朗因素

致消費者的消費意慾較為審慎，期望能藉購物節刺激消
費。他續說，看到6月份首15日整體訪港旅客數字跌幅收
窄，只有1.5%的跌幅，當中內地旅客跌幅收窄至2.8%，
而非內地旅客錄得2.7%的升幅，預料勢頭持續再加上本
港推出各種刺激消費的活動，能使零售業可以更正常及正
面地發展。
被問到英國「脫歐」對香港的經濟影響，蘇錦樑指事件

或會影響長途旅客、非內地旅客旅遊或消費意慾。勞工
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指出，事件對香港經濟影響暫時未
浮現，但強調香港是外向型經濟，絕不能掉以輕心，當局
會密切關注此對旅遊業及零售業的影響。
零售業銷售數據下跌或會令就業市場掀起暗湧，張建
宗表示，隨着訪港旅客減少，加上本地消費動力開始放
緩，對零售業有一定影響，當局會密切留意業內的失業
情況。
他補充，零售業的失業率較其他行業偏高，當局會繼

續留意情況，但其他行業如安老服務、建造業、機場方
面等亦需要人手，鼓勵有意轉行的人士可作考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暑期來臨，迪士
尼「粉絲」又多一個新去處。奇幻館今日起推出全
新主題——迪士尼4D奇幻館。場館總面積約10,000
呎，分12個主題區及逾70個拍照場景，可同時容
納300人入場，遊覽時間長約兩小時。一眾迪士尼
主角包括米奇米妮、史迪仔、灰姑娘、長髮公主、
冰雪公主搭配特別聲效、光效、氣味等4D效果，
供遊客合影留念，成人票價為168港元，小童及長
者為120港元。館方指出，新館共斥資逾百萬元打
造，期望每日吸納1,000名遊客入場。
場館位於尖沙咀希爾頓大廈1樓。12個主題展區
分別為「夜光迪士尼畫」、「冰雪奇緣」、「漫威
漫畫Marvel」、「星球大戰」、「反斗奇兵」、
「怪獸大學」、「玩轉腦朋友」、「迪士尼公
主」、「迪士尼海底世界」、「迪士尼歷險之
旅」、「經典迪士尼人物」及「紀念照片區」。

其中「夜光迪士尼畫區」最具夢幻色彩，館方設
獨立黑暗房間，一眾經夜光處理的經典迪士尼角色
會在黑暗中閃爍熒光，再搭配煙花、魔法、沙灘、
雲霞、天空等場景及立體視覺效果，令人仿佛置身
童話世界；「迪士尼海底世界」展區配合特別燈光
效果營造真實感；「反斗奇兵」展區內的3D攬攬
熊勞蘇則渾身散發士多啤梨味，與警長胡迪、巴斯
光年、三眼仔等一起將遊客帶入卡通世界。
奇幻館運營總監羅文慶昨日指出，全新主題耗資

逾百萬元打造，歷時9個月籌備，場景數量為歷屆
主題之最，並加入夜光、氣味等新技術。
他表示，選擇以迪士尼為主題，主要為吸引海外

及本地遊客。他又說，現時旅遊業受挫，希望以新
的衝擊帶動旅遊市場消費，「本港市民消費力強
勁，但相對要求較高，奇幻館希望以高質素及多元
元素吸引本地市民。」

迪園尖沙咀玩4D 角色有味過癮啲

零售管理協會主
席鄭偉雄表示，5
月份有不少品牌及
零售商均推出減價

促銷行動，但零售數據不如理想，對
此感到驚訝及失望，更預料6月份零
售表現會有惡化跡象，總銷貨價值將
有雙位數字的跌幅。他續說，暫時未
見大型裁員潮或店舖倒閉潮，但承認
商家經營困難要另覓新路發展，預料
未來一年業內將自我調節，呈現市場
新常態。

歐幣貶值或吸走客源
鄭偉雄指出，雖然3月至4月零售

總銷貨價值跌幅逐步收窄，但5月
份跌幅再度擴大，預料跌幅會在6
月份持續，令今年上半年累計有雙
位數字的跌幅，形容情況「不太理
想」。
他分析，這與旅客及本土消費疲弱

有關，而歐元及英鎊貶值，或會吸引
市民到外消費，令本地零售業受壓。
不過他認為，零售市道未進入蕭

條狀態，而是商家經營困難要另覓
新路發展，令行業整體運作模式有
所轉變，朝網上平台及多元化產品
路向發展。
他又指出，行業調整未必會出現

「大洗牌」情況，反而是有危自有
機，相信會吸引外國品牌或新營運
商進駐香港，並為香港中小企提供
良好發展機遇。
鄭偉雄補充，5月份業內減價促銷

行動不如理想，或會影響今年秋季
及冬季的減價情況。
他解釋，以往減價是因為商家存

貨量大，期望盡快去貨，但今年5
月銷情不理想會影響商家在入貨時
變得謹慎，故連帶影響未來一季產
品的減價力度。 ■記者 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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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鋁板警察」曾
於2012年在港推出，惟未能持續。新界南交通部
今日起再次推出優化版「鋁板警察」，在隨後6個
月內於機場路往機場方向近國泰城及北大嶼山公
路近小蠔灣處擺放，共兩名「男警」及兩名「女
警」。男女鋁警分別以交通警察陳智恒基及朱麗
斯為原型，以1:1比例製成，平均每個耗資6,000
元。4名「鋁板交通警」均身穿普通交通警員制
服，每日朝九晚五於特定位置「執勤」，公眾假
期「不休息」。
4名仿製「鋁板警察」中，「男警員」重15.5公
斤、高1.8米，姿勢為雙手自然下垂、雙目望向前
方，似在觀察道路情況；「女警員」重14公斤、高
1.7米，右手執筆左手拿交通簿，眼睛向前看，似在
記錄道路情況。鋁板底部有大鋁架供擺放沙包固
定。
新界南交通部總督察何淦貽指出，是次推出的優

化版鋁製交通警，在衣着、神態、姿勢上均有變
化，力圖令其更接近普通的巡邏警察，希望對危險
駕駛者形成一定警示作用，減少交通意外發生。
新界南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組高級警察莊金印指

出，新界南區於2014年、2015年分別有7,954及
8,238宗交通意外發生，今年首5個月則有3,311單
交通意外。擺放「鋁板警察」的兩條公路路段北大
嶼山公路及機場路，在2015年分別有147宗及55宗
交通意外發生，今年首5個月則分別有48宗及30宗
交通意外，不少為致命交通意外。

「鋁板交警」復出執勤阻危駕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李慧

宜）動物世界豐富多彩，可愛的小
貓小狗當然為人熟悉，但蒼蠅、蚊
蟲等「弱勢社群」往往被忽視。香
港科學館將於7月1日至11月2日舉
辦「古怪動物園」展覽，以兒童為
主要對象，透過生動幽默的解說方
式，配合互動遊戲，介紹多種千奇
百怪的動物及其鮮為人知的生活習
性，例如會推動糞便的糞金龜、會
吸血的水蛭及會吐骨頭的「貓頭
鷹」等，冀加強小朋友對不同物種
的動物的認識，並學會與牠們和諧
共存。
「古怪動物園」的創作理念是源

自美國一本兒童書籍，以一些令人
討厭或嘔心的動物為主題。展覽透
過16組大型機械動物和互動遊戲，
以生動幽默的語言介紹學術性的生
物知識，包括動物的身體構造及其
有趣卻不為人知的行為。
香港科學館館長陳淑文認為，小

朋友很少討論動物的習性，希望他
們在展館中利用感官去學習科學知
識，並從中得到啟發。
陳淑文認為，學校在教育小朋友

的時候有禁忌，很少有機會講解動
物的分泌物、嘔吐物等，形成一種
「神秘感」。在展館中，兒童可從
多方面了解這類動物的特性，例如
在「氣味記憶」展區親身聞一聞不
同動物分泌物，並了解其作用；在
「便便大檢閱」展區可學習不同動
物糞便的相異之處。
展館亦設置一些互動遊戲，例如

在「血液大兜亂」區域中，小朋友
可與朋友一起比賽，認識不同種類
動物的血液顏色。

陳淑文估計展覽能吸引約20萬人
次，希望能帶給小朋友尊重不同種
類動物的信息，學會與牠們和平共
處。她坦言小朋友的認知可能「水
過鴨背」，建議家長應身體力行，
多些帶小朋友到野外探索，實踐如
何尊重生物。
科學館昨天邀請30多名小學生提
早參觀「古怪動物園」，他們均表
現踴躍。黃同學認為展館令他學習
到很多動物知識，他最喜歡「氣味
記憶」展區。

古怪動物展 學童睇屎玩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訪港旅客是
香港旅遊業的重要命脈。但旅發局昨日公佈
的最新數據顯示，5月份整體訪港旅客為
445.3萬人次，按年下跌6.4%，是連續第十
二個月下跌。當中內地訪港旅客按年下跌
8.3%至332.3萬人次，跌幅較4月份明顯。旅
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相信，數字下跌與去
年4月份起停發「一簽多行」措施有關，當日
往返的內地旅客相應減少，一年後的今日措
施效應浮面。
他續說，非內地過夜旅客人次按年增長

3.9%，加上今年下半年本港國際盛事連連，
若能保持升勢則對香港旅業起提振作用。
旅發局昨日公佈最新訪港旅客數據，今年
首5個月整體訪港旅客為2,287.5萬人次，較
去年同期下跌 8.4%，其中內地旅客跌
11.8%，非內地旅客則升3.9%。香港旅遊促
進會執行董事崔定邦相信，5月份訪港內地
旅客減少是因為內地旅行社轉變推銷對策，
力推日本及韓國旅行團所致，如在深圳出發
的韓國旅行團費用約港幣3,000元，吸引不
少內地旅客到當地旅遊。
不過他預料，7月至8月情況會有所改善，

期望能在暑假期間止跌回升。
數據亦顯示，5月份過夜旅客按年跌幅
2.7%，當中內地旅客按年下跌6.3%，但東南
亞等短途市場旅客則按年升4.3%，其中泰
國、馬來西亞及印尼等地均錄得升幅。
姚思榮表示，東南亞過夜旅客上升是基於
香港酒店價格按年下跌20%，「有的酒店更
跌至200元至300元一晚」，變相增加旅客
在港過夜的誘因。
他續說，今年上半年訪港旅客跌幅逐步收
窄，只要香港不要再出現反對內地旅客的情
緒，相信訪客人次會能在暑假平穩回升。
姚思榮建議當局除了加大力度在海外宣
傳，更要努力開發新式旅遊產品，如生態旅
遊及深度遊等，以吸引更多個人遊旅客來
港，拉闊旅業光譜。

過
夜
客
續
跌

冀
下
半
年
盛
事
提
振

■■「「古怪動物園古怪動物園」」展覽展出的特大蒼蠅讓參觀者認識蒼蠅的獨特進食行為展覽展出的特大蒼蠅讓參觀者認識蒼蠅的獨特進食行為。。

■遊客可
發揮創意
及想像空
間，以各
種有趣姿
態，結合
3D 畫 拍
攝出各具
創意的作
品。
陳文華攝

■館內設
不同卡通
人物供遊
客合影。
陳文華攝

■■「「夜光迪士尼畫區夜光迪士尼畫區」」最具夢最具夢
幻色彩幻色彩，，一眾經典角色於黑暗一眾經典角色於黑暗
中閃爍熒光中閃爍熒光。。 陳文華陳文華 攝攝

■男女鋁
警分別以
現職交通
警察陳智
恒基及朱
麗斯為原
型，以1:1
比 例 製
成。
陳文華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