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旅客跌幅收窄 韓客大增
業界促政府增宣傳 盼暑假「最後衝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旅發局昨日公佈最新訪港旅客數字，上月錄得

428萬多人次，較去年同期下跌1.7%，當中內地旅客下跌3.8%，而國際旅客上

升5%，增幅主要來自短途的亞洲旅客如菲律賓、泰國及印尼。雖然整體訪港旅

客人次跌幅由今年2月高峰大跌20.5%，直至上月只跌1.7%，跌幅明顯收窄，

但香港入境團旅行社協會主席謝淦廷表示，內地旅客是本港主要市場，訪港數字

由今年初至6月節節下跌，建議港府多宣傳，讓業界在尚餘一個月的暑假作「最

後衝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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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有指有人涉嫌掛着 「霍家」 名義，成立一個名為 「六寶基
金」 的投資基金，當中疑有不正當營運。本集團對此深表驚愕和關
注，並會積極跟進了解。

針對今次事件，本集團嚴正澄清回應如下：
第一，該個名為 「六寶基金」 的投資基金，並非霍英東集團的成

員，亦與霍英東基金會無關，本集團對有關基金的成立和運作一無所
知，並從未參與。至於有指有人涉嫌擅自及非法挪用 「霍家」 名義，
成立投資基金或其他機構，本集團都絕不承認，並會向相關人士追究
法律責任。

第二，過去從未有投資者、監管當局、傳媒和市民向本集團查詢
和查證有關 「六寶基金」 的事宜，本集團對 「六寶基金」 的註冊成
立、經營運作、開支帳目、資金進出和人事安排，全部不知悉、不了
解。

第三，被指涉及事件的霍文芳先生，其私人商業行為，與霍英東
集團和霍英東基金會及家族成員無關，由於事件亦對本集團及基金會
造成損害，本集團及基金會將對事件作出積極了解，希望霍文芳先生
能夠妥善解決。

第四，現時未能聯絡霍文芳先生，亦未知其行蹤，希望霍文芳先
生盡快公開交代事件。

第五，本集團知悉內地執法當局經已接手調查事件，深信有關當
局定能依法處理，並根據法律彰顯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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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近日
手機遊戲《Pokémon Go》令本港掀
起一股捕捉熱，當中玩家需要啟動
其手機的相機及定位功能，個人資
料私隱專員黃繼兒昨日出席一個電

台節目時表示，近日手機遊戲成為熱潮，當中會使用鏡頭及收集
地點資料，是其他手機遊戲中較少見，玩家需明白個人資料是個
人資產，應該評估風險決定是否接受相關條款。

開發商應提供私隱政策聲明
他又表示，手機應用程式用家可考慮開設第二個聯絡戶口，以

及定期檢視有否需要改動收集個人資料設定，而應用程式開發商
則應在下載前向用家提供精簡的私隱政策聲明。

黃繼兒續指，現時是人工智能和互聯網年代，經濟由數據帶
動，市民很難不使用手機程式，但要懂得自保，亦希望機構發展
出尊重個人資料的文化。
另外，黃繼兒表示公營機構洩露個人資料的情況增加，會與政

府部門再檢視有關的保安措施、訓練與監管情況，最重要是當洩
露事故發生時，要盡快減低對市民的損害。
他指洩露事件多數由黑客或個人疏忽引起，非系統性的情況，

有信心政府會繼續堅守保護個人資料。
至於有關選舉，黃繼兒指公署在今年上半年收到18宗有關選舉

中個人資料被濫用或錯用的投訴，他呼籲立法會選舉候選人或選
舉代理人，將決定使用資料的控制權交予選民，因為他們是資料
的擁有人，同時要用簡單易明的方法，向選民解釋會如何使用他
的資料。

專員：打機需護隱私 宜設第二戶口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高 鈺 ）
《Pokémon GO》登陸香港後掀起全城熱
潮，但不同的潛在危機正陸續浮現。因應
學界及家長擔心該遊戲會影響正常學習，
教聯會昨向教育局遞交信件，要求當局正
視問題及採取有效措施。教育局指，理解
學校關注，尤其是在9月開學後的影響，
局方會向遊戲公司反映學界意見，期望不
要在校園範圍放置精靈及其他遊戲設備。

籲師長多與學生討論
教聯會深切關注《Pokémon GO》遊戲

有機會令學生沉迷，甚至衍生人身安全及
個人私隱的問題，認為在校園內放置小精
靈，會令學生上課分心，破壞寧靜學習環
境。
該會昨向教育局遞信，促請當局與遊戲

開發商聯絡正視問題。
教育局回應指，一直十分關注學生健

康成長及安全，而就近日流行的「精
靈」遊戲及其潛在危險，局方認為，教
師及家長應不時與學生討論及分析遊戲
帶來的影響，教導學生作出明智抉擇，
避免過分沉溺，影響正常生活作息甚或
自身安全。
教育局又指，理解學校關於9月開學後

該遊戲可能影響學校正常運作及學生學習
的關注，會向遊戲公司反映學界意見，期
望不要在校園範圍及附近地點放置精靈及
其他遊戲設備，以免影響學校運作及學習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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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杜 法 祖 ）
《Pokémon Go》玩家第一滴血？兩名南亞
裔青年，前晚疑在慈雲山埋首玩潮流電子遊
戲《Pokémon Go》期間與人發生碰撞，雙
方繼而口角，對方倖然離去，未幾即有10
多名戴口罩惡煞掩至，持刀棍圍斬2人，兩
南亞裔青年不敵，其中一人被斬傷，須送院
治理。警方列作「傷人」案，黃大仙警區重
案組第二隊正追緝兇徒，並調查事件是否因
《Pokémon Go》遊戲而起。
案中受傷南亞裔青年（23歲），他額頭跌
傷及腰背中刀，送院治理後幸無性命危險。

南亞裔青年與港青衝突
事發前晚9時許，傷者與同鄉友人在慈雲

山邨中央遊樂場內，用手機玩《Pokémon
Go》遊戲，當兩人沉迷捉精靈期間，疑與
另外兩名本地青年發生碰撞，四人發生激烈
口角，兩名本地青年之後悻然離去。
約10多分鐘後，至少10名戴口罩惡煞，

手持利器木棍衝入遊樂場追襲兩名南亞裔事
主，兩人見狀大驚拔足逃命，但其中一人逃
至慈雲山道近慈民邨一停車場外跌倒，被惡
煞追及拳打腳踢，有人更用利刀斬傷他背及
腰部，惡煞傷人後四散逃去。
警員接報到場將傷者送院，另一名南亞裔
青年未有受傷，陪同友人送院後返署助查。

商場招「精靈醫生」
增充電供餌獎捉

兩「訓練員」玩出禍 碰撞遭10漢圍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文華）智
能手機遊戲《Pokémon GO》登陸
香港不足一周，就引起全港上街捉
精靈熱潮。有商場睇準時機，昨日
起推多項新招吸引精靈訓練員前來
捕捉小精靈，包括招募「精靈醫
生」傳授捕捉技巧、加設充電區、
提供無限花瓣補充及捉精靈獎賞
等。有帶小朋友前來分享的柯太表
示，家中老爺、丈夫及8歲兒子均
已下載遊戲，時不時一起捉精靈，
三代人一起討論一起玩的場景十分
有趣。
大埔超級城於昨日起，出資百萬

針對遊戲《Pokémon GO》推出多
項新招增加人流及刺激消費，其中
包括公開招聘10名至20名「精靈
醫生」指導新手玩家；增設多個充
電區；捉精靈送數據卡及美食；於
商場 9個 Pokestops（道具收集熱
點）使用Lure Module（小精靈誘
餌），讓玩家盡情捕捉小精靈。
活動方表示，預計活動可帶動商

場人流增長10%至15%，生意額增
長8%至10%，當中以餐飲及電子
產品受惠最大。

虛實結合 老中青一齊玩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會長方保僑表

示，遊戲利用AR（擴增實境）及
LBS（地理位置服務）定位技術，
實現現實與虛擬結合，引導「宅男
宅女」及老、中、青三代齊齊出街
「捉精靈」，非常有創意。
他同時提醒，因遊戲於戶外進行

並需即時回應及較高投入度，易出
現交通意外，玩家應注意在過馬路
或行走時盡量避免捉精靈。
此外，個人資料及位置信息亦容
易在遊戲中洩露，建議玩家用新郵
箱及假名登記。

嫲孫家庭樂 添共同話題
今年10歲的Ryan表示，以前最

喜歡玩砌轉頭及部落衝突等遊戲，
兩個都是對住手機在家裡玩，但該
遊戲則是上街玩，還能在不同場景
捉到不同的小精靈。與Ryan同住
的嫲嫲表示，有時會參與孫兒的捉
精靈遊戲，與孫兒有更多共同話
題，家庭氣氛十分活躍。
今年8歲半的小朋友Cyrus亦是

小小精靈訓練員，不僅自己玩得開
心，還成功邀請爸爸及67歲爺爺一
起玩。媽媽柯太表示，在家見到3
個男士一起討論一起玩的場景十分
有趣，但會事先與兒子約定，過馬
路時及暑假後返學便不再玩。

總計今年首半年，整體訪港旅客數字約2,716萬多
人次，較去年同期下跌7.4%；當中內地旅客佔

2,000多萬人次，較去年同期下跌10.6%。

內地訪港客 同比跌3.8%
旅發局指，內地巿場出現跌幅，主因是「一簽多
行」及「一周一行」旅客減少近37%，而其他「個人
遊簽注」旅客則下跌4.3%。上月內地訪港旅客則有約
320.6萬人次，比去年同期下跌3.8%。
內地旅客訪港數字未如理想，但上月訪港的國際旅
客比去年同期增長5%，約108萬人次。韓國旅客上月
訪港人次，屬短途市場之冠，達10萬多人次，較去年
同期增加約52%，是由於去年5月韓國受到沙士疫情困
擾。至於菲律賓、泰國及印尼上月訪港數字分別增加
24.4%、20.7%及15.4%。
在過夜旅客方面，國際市場及內地均見升幅，分別

上升9.4%及1.4%。上月整體有約201.4萬人次在港過

夜，比去年同期上升4.1%，當中來自韓國的過夜旅客
上升62%。首半年訪港過夜旅客數字，較去年同期下
跌2.1%，為1,240萬多人次。旅發局指，內地過夜旅客
在過去5個月跌幅較大，抵銷了國際市場的增長。

上海迪園搶客 望港府多做推介
謝淦廷表示，由於本地旅遊業疲態持續，早前酒店

業界急推優惠，「即使三或四星級的酒店都劈價三
成，自然吸引更多旅客過夜。」
他又指，短途的亞洲旅客來自部分地方如新加坡、

馬來西亞及泰國，那裡的學校早於4月至6月放暑假，
加上鄰近日本的兌匯上升及韓國吸引力大不如前，令
訪港旅客有所增長。
雖然酒店減價戰收效，但他坦言對8月的遊客數字不

表樂觀，「酒店業未敢升返一般價」。他指上海迪士尼
開幕搶去不少內地客源，希望港府不要放軟手腳，多做
宣傳推介工作，「讓香港旅遊的金漆招牌回來！」

■■CyrusCyrus（（中中））成功邀請爸爸及成功邀請爸爸及6767歲公公歲公公
（（右一右一））一起玩一起玩。。 陳文華陳文華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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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RyanRyan（（中中））與媽媽與媽媽（（左一左一））及嫲嫲一起出席分享環及嫲嫲一起出席分享環
節節，，表示最喜歡的精靈是比卡超表示最喜歡的精靈是比卡超。。 陳文華陳文華 攝攝

■■商場以時薪商場以時薪8080元招募元招募「「精靈醫生精靈醫生」，」，於商場內為新手傳於商場內為新手傳
授精靈捕捉秘訣授精靈捕捉秘訣。。 陳文華陳文華 攝攝 ■■ 教 聯 會 在 政 總 請 願教 聯 會 在 政 總 請 願 ，， 指指

《《PokPokéémon GOmon GO》》影響學習影響學習，，促學校禁促學校禁
放精靈放精靈。。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黃繼兒

■■上月旅客總數較去年同期下跌上月旅客總數較去年同期下跌11..77%%，，
業界建議港府多宣傳業界建議港府多宣傳，，在尚餘一個月的在尚餘一個月的
暑假作暑假作「「最後衝刺最後衝刺」。」。 陳文華陳文華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