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

訪港旅客數字自2015年起持續

下跌，零售、食宿等相關行業均

由逾十年的高速增長調頭向下，

部分業界從業員生計受損。香港

青年協會轄下的青年創研庫，昨

日發佈旅遊業調查研究報告，分

析下跌原因包括網上傳播敵視旅

客事件、個人遊簽註收緊、港元

匯率上升等。他們調查發現訪港

內地客的結構和消費意慾均現較

大改變，建議業界改善服務素

質、發展多元化旅遊項目，兩地

政府合作放寬內地與外國旅客的

簽註或簽證限制等，以求挽回旅

遊及相關行業發展頹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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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業「傷勢」報告：客轉型未跟上
「趕客」網熱傳 港元匯率升 個人遊收緊 連環挫行業

青年創研庫旅遊業調查報告
遊客結構改變 消費傾向改變 多元化建議

個人遊漸居主流 遊覽觀光成主要目標 發展香港文化特色旅遊

中低消費傾向為主 紀念品、日用品成消費目標 調整商品供應種類

國際及周邊爭搶客源 香港吸引力漸弱 與內地合作放寬簽註限制

資料來源：青年創研庫研究報告 整理：殷翔青年創研庫昨日公佈《多元發展香港旅遊業》報
告。他們於今年6月在山頂、尖沙咀和中環天星

碼頭以問卷訪問570名15歲以上訪港旅客，當中內地
旅客佔 32.3%，歐洲旅客佔 22.8%，亞洲旅客佔
19.9%，其他地區共佔25%。
結果顯示，47.2%受訪旅客來港主要目的是遊覽觀
光，相反以購物為主的僅佔14.4%；而50.7%人最想
遊玩香港著名景點和主題公園，26.8%人想參觀香港
的博物館，25.4%人最想參加香港節日慶典，22.6%人
想去香港郊野公園遠足，22.6%想參觀香港歷史特色
建築等。
約佔訪港旅客八成的內地旅客結構，對本港旅業影
響重大。報告引述旅發局及旅遊業議會數字指出，今
年上半年內地旅客以個人遊來港數目按年下跌
20.1%，而內地登記團入境數目則急跌54.6%；顯示內

地客已逐漸以個人遊為主體，也因此政府收緊個人遊
簽註是直接導致訪港旅客下跌的肇因之一。

七成旅客消費少於1.17萬元
旅客消費傾向也出現較大改變，受訪旅客最有興趣

購買旅遊紀念品（28.4%）、衣服（26.7%）、化妝品
（26.0%）及食品/酒類（23.2%）等中價產品，有興
趣購買名牌產品/珠寶首飾者則僅佔17.5%。
同時，逾七成（71.4%）受訪旅客預算個人消費額

少於1,500美元（約11,700港元），當中25.8%預算更
少於500美元（約3,900港元）。內地旅客多為中低消
費群組，相反大洋洲的旅客則傾向高消費，當中28%
預計會消費1,500美元或以上。

青年創研庫「經濟與就業」組別召集人楊人重稱，
業界反映內地「豪客」群體受種種原因影響逐漸減少
來港，轉向赴歐美消費，令內地客主流消費傾向改
變。訪港旅客的主要目的、消費傾向均有較大改變，
業界卻並未因此積極應變，令旅業下滑趨勢未止。

倡發展文化遊 放寬簽註簽證
他們建議業界應改善服務素質消除「趕客」印象；
發展更多香港文化底蘊的旅遊項目，滿足旅客冀了解香
港歷史文化和地區特色的需求；與內地有關部門合作放
寬內地與外國旅客的簽註或簽證限制，如延長留港及赴
內地逗留時間，允許外國旅客可自由赴廣東全省旅遊，
將香港發展成旅客熱衷前往的旅遊中轉平台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第二季愛滋病
病毒感染個案上升，由首
季147宗升至188宗，愛
滋病個案亦新增28宗。衛
生防護中心顧問醫生（特
別預防計劃）黃加慶（見
圖）稱，性接觸仍是最主
要愛滋病病毒傳播途徑。

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公佈第二季愛滋病病毒感染
及愛滋病統計數字，新增188宗愛滋病病毒感染
個案，當中163名為男性，25名為女性。98人透
過同性或雙性性接觸受感染，35人透過異性性接
觸受感染，一人透過注射毒品受感染，而餘下54
名感染者的傳播途徑因資料不足而暫未能確定。

近半屬同性或雙性性接觸感染
季內共有28宗愛滋病新增個案，其中46%是透
過同性或雙性性接觸受感染，43%是透過異性性
接觸受感染，而今季最常見的愛滋病併發症是一
種名為肺囊蟲肺炎的肺部感染。自1984年以來，
愛滋病病毒感染呈報個案累積至8,053宗；而
1985年以來，本港愛滋病確診呈報個案累積有
1,700宗。
黃加慶表示，愛滋病是由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

所引致，如沒有接受治療，約半數愛滋病毒感染
者會於10年內病發為愛滋病患者。相反，接受治
療能預防愛滋病和顯著延長生存期，提醒市民應
正確使用安全套，以減低感染愛滋病病毒機會。
他又說，曾進行不安全性行為的人應及早接受

愛滋病病毒抗體測試，可致電衛生署愛滋熱線
2780 2211，預約接受免費、不記名及保密的愛滋
病病毒抗體測試，感染者需盡早接受愛滋病專科
治理服務。

愛滋病毒感染升
次季188宗增41宗

由商界、學界、
社企、非牟利組織
聯手創立的「香港
共享價值」合作平
台，昨日舉行啟動

禮暨研討會，致力於聯合各界力量，發
揮各自業務專長以解決社會問題。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出席啟動禮並致辭，冀
合作平台能夠成功運作，她稱十分支持
「共享價值」理念。
啟動禮昨日下午於旺角帝京酒店舉
行，數百名各界代表出席，林鄭月娥和
4位聯席主席共同主持啟動禮，將代表
各界力量的色塊組合成「香港共享價
值」的五角形圖標。
4位聯席主席包括亞洲金融集團總裁
陳智思、香港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和

富社會企業會長李宗德和香港聖公會福
利協會主席李國棟。
林鄭月娥致辭時表示，本港在過去數

十年間成功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但也
形成很多深層矛盾，如基層貧窮化、青
年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人口老化加速
等，若不能盡早緩解，將損害本港和諧
社會。
她表示，這些社會問題若單靠政府、

商界、學術界或社福界等任何一方都難
以獨力解決。「共享價值」合作平台的
目標正是透過集合各界力量，包括商
界、社福界、教育界及各銳意創新的
人，利用不同企業及機構的經營方式，
共同找出方法扶持弱勢、創造社會資
本，以創新的理念解決社會需要。

■記者 殷翔

「共享價值」集眾力 建平台幫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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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香港迪
士尼在今年萬聖節大玩暗黑懸疑，如幻想
世界的「夢想花園」被一眾惡名遠播的迪
士尼惡人佔據，變成「迪士尼惡人花
園」，惡人們更發揮好「嚇」精神，當中
更有「迪士尼鬼馬Trick-or-Treat」，與賓
客大鬥膽量。迪士尼稱，由9月15日至10
月 31日，一連47天將有日夜萬聖節活
動，提供嶄新娛樂體驗。
今年迪士尼萬聖節主題為「Disney Hal-
loween Time—反轉迪士尼」（見圖），
當中米奇與米妮會化身「萬聖之王」及
「萬聖之后」。他們在日間帶領穿上搞鬼
服飾的小朋友參與「Mickey & Friends化妝
派對」，亦表演萬聖節巡遊「米奇Hallow-
een大街騷」。
進入黑夜時，一眾迪士尼惡人紛紛出

籠，邪惡皇后與巫師賈方在「迪士尼惡人
大出巡」登場。樂園的展藝館變成「詭夢
實驗室」，引領客人進入詭異夢境，展開
一場疑幻似真的迷離旅程。
迪士尼表示，今年是首次連續47天舉行
萬聖節活動，有別於以往只在周末舉行的
慣例，有關活動詳情將於9月初公佈。

迪園變「惡人谷」
與遊客鬥膽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油麻地
一間律師行有職員懷疑挪用公款逾千萬元
被捕。該行一名「師爺」疑因財困，竟涉
挪用客戶買樓訂金救急，以為可瞞天過
海，惟因無力償還「穿煲」。
警方共接獲12名苦主報案，油尖警區

重案組第三隊調查後，前晚將涉案「師
爺」拘捕並落案檢控。多名苦主昨日到

律師行了解情況，其中一名苦主欲知律
師行有否為其名下一個物業繳交20多萬
元的雙倍印花稅，又透露早前賣樓套現
的妹夫可能損失逾70萬元，擔心到「暈
暈哋」。
被捕男子姓莊（53歲），為彌敦道555

號一間律師行的職員，暫控以一項盜竊
罪，今日於九龍城裁判法院應訊。

警方初步懷疑有人因財困鋌而走險，向
客戶訛稱不用在訂金支票抬頭寫上律師行
名字，之後把支票存入自己戶口以供周
轉，終被揭發挪用公款。
苦主之一區先生昨日到律師行了解情

況，他稱其妹夫上月出售價值970萬元的
單位，原定8月9日再收餘下逾70萬「大
訂」，但當天「師爺」訛稱文件有問題，
一直被拖延「攞唔到」。
他暫時沒有進一步行動，只能「聽天由

命」，希望警方積極介入調查協助苦主。

挪用客戶千萬訂金 律師樓「師爺」被捕

■■ 楊 人 重楊 人 重
((右二右二))與小與小
組成員公佈組成員公佈
調查報告調查報告。。

殷翔殷翔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希雯）一向
為基層學生提供免費補習服務的「陳校
長免費補習天地」，創辦人陳葒昨宣佈
與皇仁舊生會夜中學合作推行「基層助
學計劃」，提供10個免費夜校中四至中
六名額，預計資助額約每年10萬元。陳
葒希望藉計劃能幫助一些想重讀中六，
或中途輟學的基層學生繼續進修，為弱
勢社群提供再次學習的機會。
身兼皇仁舊生會名譽顧問的陳葒表

示，是次夜校高中名額獲皇仁校友捐款
資助，沿用「補習天地」的申請資格，即申請者
為領取綜援或獲學費全額資助的人，報名期現已
開始約為期兩周。皇仁舊生會夜中學提供中四至
中六課程，包括4個文憑試核心科和6個選修科，
周一至周五晚上6時半至9時半上課。
校監陸偉雄補充，夜校為不少曾輟學的學生提

供補回中學畢業資格的機會，有助其於地產或保
險行業發展；現時該校學費平均每月約1,000元，
以支付教師薪金和基本行政支出，若學生有經濟
需要但未完全符合上述要求，亦可與校方商討安
排其他津貼。
就是次助學計劃的緣起，陳葒指「補習天地」

約有200名文憑試學生，當中約10人成功考進大
學，約30人升讀其他大專課程，餘下學生除選擇
工作外，仍有小部分想重讀或再次應試，惟未能
負擔坊間的文憑課程，故冀是次免費夜校照顧其
需要，也方便他們在日間工作夜間進修。
他期望計劃能補充「補習天地」每周一次補習

服務的不足，讓學生能獲夜校老師更充分幫助。

擬邀名人校友談讀書心得
他又透露，計劃將來辦「皇仁獨有」的夜校

「增值服務」，如邀請名人校友舉行講座，及邀
請皇仁日校同學分享讀書心得等。
陳葒的妻子大約3個月前因病去世，他昨日稱

心情現已平復，並感謝外界熱心幫助，助其於數
天內籌到足夠款項供幼子讀至中學畢業，至於未
來孩子升讀大學的學費，則計劃由自己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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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助學計劃」提供10個免費夜
校高中課程學額扶助基層。 吳希雯 攝

■■林鄭月娥（左三）任「香港共享價值」啟動禮主禮嘉賓。 梁祖彝 攝

2016里約奧運雖已曲終人散，內
地奧運精英訪問團亦已離港，但香
港的體育熱潮依然未散。香港特區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表示，過去
幾天一連串的活動，市民均看到體

育確實可以團結國家與民眾，為整個社會帶來更多歡樂的
氣氛和正能量。他指出，港府會繼續投入資源，推廣體
育，並會不斷檢討及不斷改進對精英運動員的支援，協助
他們可以全力爭取佳績，為香港爭光。

馬會「創意體育」勉民做運動
為了讓學生、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小朋友及長者有機會接

觸網球運動，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支持香港網球總
會，推行為期三年的「賽馬會樂動網球計劃」，讓他們在
日常生活中投入運動，馬會於昨日公佈計劃詳情。
馬會慈善事務部主管陳淑慧深信運動能強身健體之餘，

更可為社區宣揚正面價值。她表示，馬會將在未來數年大
力推動全民運動，並透過「創意體育」的概念，設計適合
不同年齡和群組的體育活動，加入各種好玩有趣的元素，
鼓勵市民大眾做運動，並融入生活習慣當中。
「賽馬會樂動網球計劃」獲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捐逾

2,000萬港元支持，並於下月正式展開，為逾四千名小學
生、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小朋友、體育老師及長者舉辦有系

統的網球訓練課程，並提供網球、球拍等相關用品，參加
者不用擔心額外的開支。
是項計劃將於十區挑選50間小學，預計每年讓750名小

學生受惠，有機會學習基本網球知識。計劃亦將為百名小
學體育老師提供網球教練訓練課程，希望學校將網球納入
常規課程，以及於校內舉辦網球相關的活動。

曾俊華：同參與齊得益
出席發佈會的曾俊華表示，計劃很有意義，對象包括各
階層的小學生和退休人士，「對於小朋友和年輕人來說，
這個計劃可以幫助他們增強自信，發揮潛能，令他們可以
得到更加全面的發展。」他又說，已退休人士亦可藉計劃
保持身心健康，認識多些新朋友，好好享受退休生活。
曾俊華指出，里約奧運已經結束，但相信市民都與他一
樣，非常享受今屆的賽事，也為香港隊和國家隊運動員的
表現感到又興奮、又驕傲。
他表示，港府會繼續投入資源推廣體育，而康文署一直

在社區舉辦多元化的康體活動，鼓勵社會各階層市民樹立
健康的生活模式，當中不少更加是免費的活動。他又說，
體育確實可團結國家和民眾，為整個社會帶來更多歡樂的
氣氛和正能量，「我鼓勵大家和家人、同朋友一起積極參
與體育活動，支持本地運動員，令自己和社會都能夠得
益。」 ■記者 聶曉輝

當局改善支援 助健兒爭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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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第16/099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9月1日

頭獎：$14,445,740 （0.5注中）
二獎：$2,148,580 （1注中）
三獎：$88,830 （64.5注中）
多寶：$7,222,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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