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慶長假首日，京珠高速河南許昌段嚴重堵車，高
速路變停車場。 圖/文：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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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港貨中心國慶日顧客盈門
「黃金周」料迎七萬客 主要來自珠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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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儘管昨日上午下起小雨，但是作為
國慶長假的首日，來自珠三角的許多民
眾紛紛帶着家人開車或者乘車湧入深圳
前海周大福港貨中心。由於二期正在試
業，2萬平米港貨中心形成奶粉、日用
品、飲食和娛樂等較為齊全的品類。本

報記者昨日赴該港貨中心
採訪看到，許多商家顧客
盈門。一些顧客熱衷購買

奶粉、食品和日用品
等，一些商家業務較
平常上升五成甚至一
倍。據該港貨中心有

關負責人預計，國慶長假
期間，珠三角將有近七萬
民眾湧入港貨中心購物。

由於國慶長假期間，內地客赴港購物形成巨大的人潮，
來回過關均需長時間排隊，這令許多內地客感到既十

分耗時又耗精力。而去年底開設的周大福港貨中心則較好
地滿足了深圳和珠三角民眾的迫切需求，並且免去了密集
人潮過關的煩惱。今年8月底，港貨中心二期也試營業，
該港貨中心便成為許多民眾購買港貨的重要選擇。

奶粉化妝品受青睞
儘管昨日上午下起了小雨，但周大福港貨中心顧客卻絡

繹不絕，他們一波波湧入許多商店。在紛紛殿堂，記者看
到，許多顧客在挑選奶粉、食品和日用品等。據一位售貨
員介紹，他們銷售的愛他美、雅培和美贊臣等奶粉，儘管
價格比香港略高一些，但顧客將路費、過關耗時耗精力等
綜合考慮，這裡的奶粉更有優勢，並且沒有像香港一樣的
限購要求。因為許多人前來購買，愛他美一階段奶粉已售
完。而該店海外食品和日用品等也同樣受到內地客追捧，
他們付款後紛紛提着大包小包離開。
在U海淘跨境電商體驗店，該店負責人郭先生告訴記

者，他們通過實體店和網上商城為客戶提供兒童用品、化
妝品和食品等，客戶是一波一波地湧入，昨日銷售額較平
常增加了一倍。在該店，前來購物的林小姐告訴記者，她
因為十分害怕赴港購物時過關會遇到人潮和長長排隊的人
龍，而加上路上消耗大量時間，因此，她寧可在港貨中心

購物，儘管價格略高5%－10%，她買的美容補水的韓國面
膜，一盒是90元（人民幣，下同）10片，跟香港差不多，
她總共花了幾百元。

家長帶小孩購物兼娛樂
楊女士在寶安一電子廠工作，昨日特地與丈夫、兒子一

起前來購物，花了幾百元購買化妝品和食品，她感覺港貨
中心商品質量有保障，以前她常從一些代購客手中拿貨，
這次來港貨中心購物，感覺它的價格比代購客要便宜一成
多，因此感覺挺實惠的。隨後他們又帶兒子去該中心二期
做拼圖遊戲，並在波波池也玩耍了一下，她兒子感到十分
開心。
記者在VVO全球購看到，其銷售的20多粒盒裝金莎朱古

力，價格僅78元，與香港售價較為接近，受到不少顧客的
青睞。該店在國慶節期間還推出購物滿200元可以獲得20元
免單的優惠，因此吸引了不少顧客。
記者從周大福港貨中心有關負責人處獲悉，因現在一二

期均投入運營，商家種類較為齊全，許多家長帶着小孩前
來一站式購物、飲食和娛樂。他預計，國慶長假期間，該
港貨中心將可迎來近七萬的客流。儘管較去年底開業後的
高峰期有所下降，但是，目前的公交和車位等配套仍然不
完善，而隨着前海建設日益加速，未來港貨中心業務也將
會更加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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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
報道）前海周大福港貨中心二期已於
今年8月底試營業，與一期服裝、日用
品、食品和珠寶不同的是，主要提供
差異化的飲食、娛樂和購物等，包括
周大福鐘錶、太興餐廳等，共計有近
50家受港人及內地消費者喜愛的品牌
投入服務，可以滿足許多家庭的購
物、飲食及娛樂所需，為他們提供更
多優質產品及服務的選擇。
記者在太興餐廳看到，中午許多顧客

排着隊前來品嚐特色美食。據該餐廳服
務員介紹，他們主要經營港式粵菜，包
括燒味五寶拼盤、菠蘿咕嚕肉、旺角菠
蘿包等，受到許多顧客喜愛。一些顧客
是與家人購物後前來就餐，每位顧客大
概消費約60元人民幣，一家三人一兩
百元就搞定了，既購買了港貨，又享受
了香港美食，因此一家人顯得十分愜
意。她稱，他們昨日接待了200多位客
人，較平常增長約五成。
記者在二期還看到，許多家長帶着

孩子前來參加娛樂活動，如拼圖遊
戲，工作人員舉行兒童的拼圖遊戲比
賽，在規定的時間內將細小的方塊疊
成天安門城樓外牆形狀，準時完成的
獲勝者可以獲得獎勵。在旁邊的波波
池，兒童們可以坐上塑料艦艇在許多
塑料圓球上「衝浪」，孩子們玩得都
十分開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張聰 北京報道）昨
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67周年紀念日，天
安門廣場舉行了國慶升
國旗儀式。據天安門管
委會統計，逾10萬人
進入到廣場內觀看升國
旗儀式，人數超過去年
的7萬人。
凌晨2時許，從各地

趕來的遊客陸續在安檢
口排隊等待進入天安門
廣場，其中不乏有遊客拖着行李箱、
拿着毛氈。進入天安門廣場後，他們
有的帶着薄被席地而臥，有的三五成
群聚在一起吃零食、打撲克消磨時
間。由於遊客過多，公安部門對廣場
上的遊客實行分區域限流措施，防止
出現意外事故。
早上6時許，雄壯的國歌奏響，五星

紅旗冉冉升起，隨着萬羽和平鴿飛
起，廣場內、天安門城樓前和天安門
觀禮台上都爆發出陣陣歡呼。
記者發現，與往年不同，升旗儀式結

束後，有部分遊客手持垃圾袋自發地與
清潔工人一起清理了廣場上的垃圾，成
為當日一道特殊的「風景線」，用時不
到20分鐘即完成了清理工作。

十萬人觀升旗 自發清理垃圾

■■孩子們坐充氣的玩具艦艇在波波池裡「衝
浪」。 記者李昌鴻 攝

南海九島礁舉行升旗禮
香港文匯報訊 據

中新社報道，海南省
三沙市1日晨同時在南
海9島礁及相關船舶上
舉行國慶升國旗儀
式。
當 天 上 午 6 點 50

分，伴隨清晨第一縷陽
光，雄壯的《義勇軍進
行曲》奏響在三沙市首
府永興島，駐島軍警民
高唱國歌，注視五星紅
旗緩緩升起，飄揚在南
海上空。
與此同時，該市西

沙群島的趙述島、北
島、晉卿島、鴨公島、甘泉島、銀
嶼、羚羊礁和南沙群島美濟礁共8個島
礁，以及三沙市綜合執法船和作業漁
船也同時舉行升旗儀式。
三沙市委副書記阿東在國慶獻詞中

說，三沙設市以來用堅韌的作風、特

殊的辦法完成特殊任務，島礁變化翻
天覆地，黨政軍警民「五位一體」共
築南海長城，軍民生活更有尊嚴，更
加幸福和諧。三沙軍民將不忘初心、
牢記使命，有志氣、有能力戰勝各種
艱難險阻。

■■逾10萬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各族民眾在北京天安門廣
場觀看升國旗儀式。 新華社

■■三沙市政府大樓前的升旗儀式。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觀察者網報道，隨着中國
「十一」黃金周的到來，全世界的觀光流通業
都在蠢蠢欲動，迎接中國遊客到來。

西班牙商場設中文導購
據報道，西班牙的各大商場已經作好準備，

喜迎「中國黃金周，歡慶遊客大採購」。西班
牙購物市場深知中國遊客「不差錢」，許多商
場、購物城的店面中甚至不乏中文導購，連退
稅環節的辦理也都盡量做到為中國遊客着想。

其中，英國宮（El Corte Inglé s Department
Store）就十分具有代表性，作為西班牙最大的
連鎖購物商場之一，英國宮已經準備了特別活
動，還開通了微博和微信，並在各購物中心設
立中國遊客服務中心。
英國宮表示，「十一」成了聯繫中國和西
班牙購物市場的大平台，中國人將擁有為期
一周左右的休假時間，並很有可能到歐洲進
行短暫旅行，根據「中國遊客愛買奢侈品」
的經驗，商場已經摩拳擦掌作好迎接大批中

國遊客的準備。

泰拒低價遊盼以質取勝
在亞洲，泰國推出高級化戰略來迎接中國國

慶節這一商機。報道稱，泰國政府在本月初與
中國政府簽訂了拒絕超低價旅行「0美元旅
遊」的諒解備忘錄（MOU），以此來刺激旅
遊業。
如果能拒絕低價旅遊並提高赴泰國旅遊的中

國遊客的滿意度，泰國政府有信心在2017年
創下165億美元的旅遊收入。泰國政府相關負
責人表示，「雖然取消低價遊後中國遊客會出
現暫時性的減少，但從長期來看這一做法有助
於泰國旅遊業的發展」。

韓推促銷活動盼攬客
韓國政府和企業也在匆忙準備。首爾市將國

慶節長假定為中國遊客歡迎周，並在準備各種
活動。韓國流通部門計劃積極利用於9月29日
開幕的購物觀光慶典「韓國購物旅遊體驗
節」，來積極吸引中國遊客。家電、汽車、化
妝品等眾多商品的售價最高降幅將達到80%，
此外，還準備有K-POP公演等各類體驗活動。
某大型百貨店的相關負責人表示，「中國國

慶節恰逢韓國購物旅遊體驗節，因此韓國業
界都對此報以厚望，正在摩拳擦掌作準備。」

歐韓泰摩拳擦掌 搶中國遊客商機

■泰國希望藉
加強旅遊服務
質素來提高中
國遊客的滿意
度。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
國家旅遊局有關負責人介紹，按照
全域旅遊的要求，為了全面受理、
第一時間解決遊客的投訴，國家旅
遊局整合了電話、網絡、信函、微
信等八種投訴方式，統一到12301
全國旅遊投訴平台，並於9月25日
正式上線運行。通過這個平台，各
級旅遊質監執法人員能第一時間看
到投訴並及時作出處理。
據悉，10月9日，國家旅遊局
將根據節日運行情況結合暗訪和
督查情況，對不文明遊客、「醜
陋」導遊和違規旅行社及其他旅
遊企業予以曝光，並對問題突出

的地區進行通報，對問題嚴重的
地區將予以約談及問責。
此外，12301全國旅遊投訴平台
有關負責人介紹說：「從9月25
日12301全國旅遊投訴服務平台
上線以來，只要有投訴進來，我
們會第一時間將投訴信息轉發到
屬地旅遊質監執法機構，遊客可
實時查詢投訴處理的進度。」
據統計，從9月30下午5點到

10月1日上午，12301旅遊投訴平
台共接到諮詢和投訴電話 856
個。其中投訴44個，反映的問題
主要集中在交通、遊覽服務、旅
遊廁所等方面。

國旅局將曝光違規旅行社

嚴 重 塞 車

■國慶長假
期間，很多
內地客赴前
海周大福港
貨 中 心 購
物。

記者
李昌鴻 攝

■顧客在港
貨中心內的
店舖購買奶
粉。

記者
李昌鴻 攝

■■林小姐林小姐（（右二右二））在港貨中心在港貨中心
購買化妝品購買化妝品。。 記者李昌鴻記者李昌鴻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