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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民齊獻「我們的中國心」賀國慶
董建華伉儷梁振英伉儷張曉明譚本宏岳世鑫胡建中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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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香

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7

周年文藝晚會昨晚假紅磡香港體育

館盛大舉行，駐港部隊文工團攜手

香港演藝及舞蹈界，以音樂、歌

舞、微電影等方式表達對祖國發展

成就的喜悅和驕傲。全國政協副主

席董建華伉儷，行政長官梁振英伉

儷，中聯辦主任張曉明，駐港部隊

司令員譚本宏中將

及政治委員岳世鑫

中將，外交部駐港

副特派員胡建中等

重要領導出席晚

會，與數千名市民

共賞精彩演出，喜

慶祖國華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因應十一黃
金周，海關展開名為「阿加斯」巡查行動，
昨日派員到油麻地、旺角及銅鑼灣一帶旅遊
購物區，向旅客派發宣傳單張推廣精明消
費，提醒商戶遵守《商品說明條例》。另
外，海關今年1月至8月收到58宗「斤両混
淆」投訴，較去年同期 251 宗，跌幅達
66%；影射藥品投訴方面，由去年同期189
宗減至今年121宗，跌幅36%。

巡查旺角油麻地銅鑼灣等購物點
海關商品說明調查科署理首席貿易管制主

任陳國基表示，海關上月29日至本月6日進
行代號「阿加斯」行動，巡查旅行社指定購
物點，以及位於熱門旅遊區包括旺角、油麻
地、銅鑼灣等參茸海味舖、藥房、影音店及
珠寶店，呼籲店舖及從業員遵守《商品說明
條例》規定。

有賴宣傳巡查 投訴明顯下降
陳國基說，海關會就貴價金屬成色及鑽石

真偽進行測試、調查貨物與商品說明是否符
合等。他指前年及去年分別收到553宗及447
宗旅客投訴，今年首8個月收到169宗，認
為投訴數字有明顯下降趨勢，相信有賴當局
宣傳及巡查。
不良營商手法調查課監督關建強表示，上
月偵破3宗海味店及藥房店涉嫌進行不良營
商手法的案件，指涉案店員誤導顧客或售賣
影射藥品，其中一宗涉及店員以斤變両蒙騙
消費者，另兩宗涉及販賣虛假商品，涉案品
包括花旗參及80盒外觀與知名品牌相似的藥
品，總值2.5萬港元，涉案者4人，介乎25
歲至49歲，全部獲准保釋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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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人員向
旅客派發宣傳
單張，提醒他
們光顧信譽良
好的商戶。

內地客嘆差距減「購物天堂」不吸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內地十一長假期昨日
開始，雖然吸引不少內地遊客訪港，但對本港經濟
效益或只是有限。內地遊客必到「打卡」景點之一
灣仔金紫荊廣場，昨日雖吸引不少內地遊客前往，
但有遊客認為香港未有想像中獨特，親臨後覺得城
市規劃及市容與內地差不多，形容兩者差距愈見收
窄。香港城市魅力消退的同時，「購物天堂」美譽
亦吸引不再，不少遊客直言沒有購物大計，並無特
別打算買什麼，只是隨意購物。
灣仔金紫荊廣場昨日下午已有不少旅遊車停泊，
有團體在廣場舉行慶祝國慶活動載歌載舞，吸引遊
客駐足欣賞，場內慶祝氣氛濃厚。中央政府贈予香
港以慶祝回歸的大型紫荊花雕塑，成為內地遊客拍
照熱點，吸引大批遊客拍下旅遊倩影。
深圳個人遊遊客陳小姐趁十一長假期，夥同男朋
友楊先生首次訪港3天，亦是他們首次在香港慶祝
國慶。陳小姐指出，過往心目中香港是市容、環境
等各方面均與內地差別甚大、具備自己風格的大都
市，但親身來到後卻感覺「內地與香港也差不
多」。她指出，金紫荊廣場昨日舉辦慶祝國慶活
動，情況與內地相若，令她有種「香港已成為內地
一分子」的感動。
陳小姐又指，相比內地，香港高樓密集且人多，

非常擁擠，認為香港城市規劃不如想像般好，加上
天星碼頭等景點環境衛生亦與內地差不多，形容兩
者差距愈見收窄。同行的楊先生亦指出，雖然香港
市民素養較好，但感覺香港整體與內地分別不大，
未有明顯令他印象深刻的部分。

無購物計劃 看到合適就買
有遊客認為，香港獨特的城市魅力消退的同時，
「購物天堂」美譽吸引力不再。北京退休人士劉小
姐昨日一家5口首次訪港，計劃逗留兩晚後往澳門
繼續旅程。她坦言，沒有打算購買什麼，亦未有訂
立購物計劃，「看到什麼合適了就買。」
同樣來自北京的郭小姐日前到深圳公幹，趁長假
首次訪港。她計劃分別到兩個主題樂園玩樂，亦趁
機品嚐雙皮奶等地道美食，但未有計劃購物，亦沒
有購物預算，直言「（到香港）沒有什麼想買
的」。

導遊薦百元電話卡 發現僅值40元
來自福州的跟團訪港遊客何小姐則坦言，對訪港
經歷感到不愉快。她透露，昨早前往皇崗口岸過關
前，已被導遊推薦購買了價值100元人民幣的港澳
電話卡，到達過關口岸時始發現該張電話卡僅價值
40元人民幣，大感不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內
地昨日起取消向普通化妝品徵稅，
高檔化妝品由原本30%稅率下調至
15%，新措施可能令本港零售市道
進一步受挫。
不過，昨日有內地訪港旅客

指，香港購物有品質保證，加上
種類及牌子齊全，即使內地對化
妝品有稅務優惠調整，日後仍會
來港購物。

港品質保證 用得放心
深圳旅客胡小姐與友人經常來港

購買護膚及美容產品，「來香港很
方便，逛逛街再順道買美容品。」
她認為，即使內地取消普通化妝

品徵稅，也不會太在意，「一向買
的量不算多，價錢不會差很多。」
她認為，香港貨品勝在有品質保
證、不會有假貨，這份信心保證，

讓她繼續來港買護膚產品。
陪太太到美容連鎖店「血拚」的

張先生家住番禺，他指由家中來港
車程只需要兩小時，平時每個月都
會來港買日常用品。
他指太太每次只是買數百元護膚

及化妝產品，即使內地宣佈調整化
妝品消費稅，認為價錢相差不多，
「反正人民幣兌港幣已經好用
了。」他表示，最重要是買得安
心、用得放心，對香港的品質監控
十分信賴。

減免化妝品稅 難敵港貨品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隨
着內地旅客消費模式改變，加上外
國放寬簽證吸客，本港旅遊業在黃
金周首日表現未如理想。根據旅遊
業議會最新數字，昨日訪港內地團
只得150多團，比去年同期220多
團，大跌逾三成。珠海來客李先生
表示，事隔三年再次到訪廣東道，
驚訝人流少了很多，「以前這條街
逼滿人，沒想過今天落差這麼
大。」他估計，不少內地旅客趁長
假，選擇到更遠的地方旅遊。
本報記者昨日實地視察尖沙咀有

「名店街」之稱的廣東道，發現名
店外輪候隊伍幾乎絕跡、人流量與
平日相若、有名店的保安及售貨員
人數比店內旅客更多、有鐘錶珠寶
店內更空無一人，店員抹飾櫃打發
時間。昔日廣東道拉着行李箱、熙

來攘往的人流不復見。
打算留港三天的李先生表示，上

次來港是2013年，坦言沒有想過廣
東道可以這麼寬敞：「以前廣東道
兩旁人頭湧湧，很受內地旅客歡
迎。」他相信，或因內地旅客來港
多次，「可能想轉轉口味。」
不過，他認為，香港有「購物天
堂」美譽，買東西既方便又有保
證，仍然受廣州及深圳一帶旅客歡
迎，他也預備萬餘元購物。
深圳李小姐表示，自己跟身邊朋

友曾試過在港遭到店員不禮貌對
待，「花錢還要難受就說不過
去。」她指近年去日本及韓國旅
行，認為服務態度很好，當地購物
點很多、很方便，「香港在這方面
自然給比下去。」
不過她認為，香港對深圳居民仍

有相當吸引力，因為兩地車程不過
兩小時，但相信內陸居民既然要長
途跋涉來港，寧願趁長假出國玩。
深圳吳小姐表示經常來港，主要

購買日常用品如洗髮水、面膜及香
水，認為「香港過夜也沒有甚麼東
西玩」，一般是即日來回香港，會
花千餘元購物。不過，有上海旅客
十分喜歡來港購物及吃東西。今次
第四次來港的上海旅客沈小姐及朋
友打算留港4天，大概花6萬元購買
名牌，指喜歡香港街頭很有氣氛。

旅議會：黃金周不再黃金
黃金周首日訪港內地團只得150

多團，遜於業界原先預計的 180
團。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表
示，業界原先已調低內地訪港團數
字，豈料團數比想像中還少，坦言
「黃金周已不再黃金」。他預計，
今明兩天是入境高峰期，但預計黃
金周內地團數目依然比過往少。

內地團跌三成 廣東道疏落客驚訝

■內地減免
化妝品稅，
無阻內地遊
客來港掃貨
意慾。
彭子文 攝

■昔日黃金
周廣東道熙
來攘往的人
流不復見。
彭子文 攝

■董建華(前排左四)、梁振英(右四)、張曉明(左二)、譚本宏(右二)、岳世鑫(右一)、胡建中(左一)等出
席晚會。 彭子文 攝

林鄭月娥曾俊華伉儷何靖蔡冠深等赴會
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總署參與協辦晚會。出席者尚

包括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伉儷、民
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中聯辦九龍工作部部長何靖、國
慶籌委會秘書長蔡冠深等。

董建華：國家成就舉世矚目
香港同胞慶祝國慶籌委會主席團主席董建華致辭時

指，67年前，中國人民經歷了艱苦的奮鬥建立了新中
國，經過改革開放後，國家在經濟、民主、法治、科
技、社會等領域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13億中國人
民能夠享受今日安穩的生活，並在世界享有地位及受人
尊敬，這些成就既是歸功於全國人民的艱苦努力，也是
歸功於中國共產黨的勵精圖治和正確努力。
他強調，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接近實現民族復興

的大目標，面對現今動盪多事的世界，我們國家保持穩
定和平是彌足珍貴的，「香港好，國家會更好。」香港
作為中國一部分，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一定要認識國
家，努力幫助和配合國家，如此香港才有光明前途。

駐軍文工團與港同胞攜手演出
晚會以「我們的中國心」為主題，駐港部隊文工團攜

手香港演藝界、舞蹈界聯手呈獻「歌頌祖國」、「中華
躍動」、「大地濃情」、「軍民同樂」、「中外薈
萃」、「心繫家國」、「動力飛揚」的精彩主題演出項

目，為觀眾帶來極視聽之娛的享受。
駐港部隊軍樂隊奏響莊嚴的國歌揭開晚會序幕。香港

小鋼琴家陳德堯率先登場，以一首輕快的鋼琴曲、加上
香港「小巨肺」譚芷昀的一首英文歌 《You raise me
up》征服全場，贏得掌聲。香港文化舞劇團著名編舞家
梁國城與劇團80名舞蹈演員，以精湛舞技演繹《弟子
規》中「孝道為正」的道理，糅合現代審美與傳統美
德，讓中華文化躍現舞台。
實力派歌手「肥媽」Maria Cordero用歌聲傳遞「大地

濃情」，她聯同屯門兒童合唱團獻唱《南泥灣》，之後
再獻唱系列經典金曲，觀眾在聆聽歌曲的同時，欣賞神
州靚景。駐港部隊文工團唱演多首歌曲，展示男空軍的
壯志凌雲、男陸軍的威武氣概、女陸軍的颯爽英姿，令
觀眾看得熱血沸騰。
著名男高音莫華倫獻唱《我愛你中國》後，再夥拍本

地年輕二胡名家陳璧沁獻唱《我的太陽》，展現中外文
化薈萃交流合作的超凡魅力。3位本地年輕導演黃嘉
威、湯加文和黃榮杰，遠赴寧夏、新疆和內蒙古，用鏡
頭記錄當地少數民族的生活環境，製成3套微電影在晚
會上播放，配合歌者動聽的民族歌曲，帶領現場觀眾感
受少數民族特有風情。
內地彝族女歌手吉克隽逸壓軸演出，兩首激動人心的

歌曲《即刻出發》和《一首心歌》，重溫中國運動員在
里約奧運會上勇奪獎牌的精彩時刻。最後所有演出嘉賓
及團體上台高唱《每一個明天》，以充滿正能量的歌
聲，祝願祖國繁榮昌盛。

■女兵舞蹈表演颯爽英姿。 彭子文 攝

■「肥媽」Maria Cordero獻唱系列經典歌曲。 彭子文 攝

■「小巨肺」譚芷昀的演唱
感動全場。 彭子文 攝

■■駐港部隊軍樂隊奏響駐港部隊軍樂隊奏響
莊嚴的國歌莊嚴的國歌。。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