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7年年44月月1515日日（（星期六星期六））重  要  新  聞A5 ■責任編輯：汪 洋

旅社賺到笑 生意勁升30%
復活節料504萬人次進出港 機局增92加班機應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復

活節長假期昨日開始，港人掀起

「外遊熱」。特區入境事務處預計

復活節假期期間將有約504萬人次

經各管制站進出香港。機場管理局

昨日表示，已安排92班加班機應

付增加的旅客。香港旅遊業議會總

幹事董耀中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指

出，今年復活節假期市道不錯，旅

行社營業額達20億元，較去年同期

多30%，其中日本、韓國、台灣等

地繼續成為旅遊熱點。

慶回歸巡覽情況
日期 地點
4月14日至23日 青山公路荃

灣D．PARK
愉景新城第
一層天幕大
堂

5月19日至25日 將軍澳新都
城中心三期
商場

6月16日至22日 鑽石山荷里
活廣場

7月15日至24日 太古城中心
8月17日至24日 尖沙咀海港

城
9月8日至18日 銅鑼灣時代

廣場
資料來源：政府新聞處 整理：文森

復活節長假期開始，機場昨日出現出
外度假人潮，不少登機櫃位均擠滿

等候辦理登機手續的市民。機管局指出，
由昨日起至本月23日，已安排92班加班
機應付增加的旅客，並加派人手協助旅
客，按情況加開離境大堂的安檢通道，部
分商戶及食肆也會延長營業時間。
有前往韓國首爾的市民指，內地赴韓遊

吹起冷風，令往韓國的團費較其他東南亞
地區便宜，故選擇前往當地旅遊，每人團
費約5,000元。不過，有赴韓的市民擔心
朝鮮局勢動盪，可能影響到韓國的旅遊氣
氛。

旺季團費漲 市民仍「受」
前往日本沖繩的市民表示，當地較多遊

樂設施，適合子女玩樂。有市民就帶同子
女遊上海，體驗上海迪士尼樂園設施。有
市民則指，假期只有四五天，故選擇到台
灣作短線旅遊。與家人參加台南旅行團的

市民坦言，復活節假期的團費較平日貴大
約2,000元，但因是長假期旺季，仍覺合
理，預計一家人在當地共花費約1萬元。
有參加星馬旅行團的市民也指今年的團費
較去年貴，但仍能負擔，預計7名家人每
人花費大約6,000元。
有參加長線俄羅斯旅行團的市民則指，

今年團費與去年相若。有小朋友與家人到
高雄旅遊，最期待到訪當地的博物館和夜
市。

短線團最受落 班機爆滿
董耀中表示，今年復活節假期市道

不錯，從收到的印花費推算，今個假
期旅行社營業額達 20億元，較去年同
期增長30%，以短線4天團最受歡迎，
熱門地點包括日本、韓國、台灣、泰
國和華東等。
很多班機一早爆滿，昨日出發及下

周一（17日）回港的機位基本全滿。

董耀中對訪港客量有信心
他續說，旅遊發展局公佈近幾個月的訪

港旅客數字都有上升，因此對復活節期間
入境旅客人數亦有信心。
特區入境事務處於前日錄得55.2萬人次

出境及37.4萬人次入境，其中以經羅湖管
制站出境的人數最多，有15萬人次，其次
是經落馬洲支線出境，有11萬人次，經機
場則有9.7萬人次，入境方面亦以經羅湖
管制站的人最多，共9.1萬人次，其次是
機場，有8萬人次。
入境處早前預計，由前日至下周一期

間，約有504萬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及訪
客經各海、陸、空管制站進出香港，約
73%為旅客，即約366萬人次會經各陸路
邊境管制站進出香港，並預計陸路出境高
峰期為昨日，出境人次達48.7萬，而實際
數字稍後才會公佈。入境高峰期預計於下
周一，人次或逾44萬。

復活節旅遊消費市道
暢旺，除了旅行社營業

額按年上升30%，「賺個滿江紅」外，主
題樂園也有不少港人及旅客到場，有年輕人
打算到海洋公園感受夜場活動，有內地旅行
團進場觀賞動物，另有內地個人遊旅客打算
在港玩樂購物，直言「香港有很多好選
擇」。
復活節長假期首日，除機場「迫爆人」

外，海洋公園亦聚集不少旅客及港人。跟旅
行團來港的袁小姐向記者表示，與蘭州的同
鄉一起來港遊玩兩天，覺得香港「很不
錯」，有很多好玩好看的景點。
她更指，印象最深刻的是香港人很包

容，更會幫助他們，不像以前在網上所說般
那麼差，有機會將向朋友介紹香港。

外國客遊海園：I love it
西班牙旅客Silvia Catedra稱，趁有假期與

香港的男朋友到海洋公園遊玩。她續稱，知道
公園有新的夜場活動，當中有音樂、美酒、美
食等，故希望感受場內的歡樂氣氛。被問到對
香港的感覺，她直言：「I love it！」
至於來自順德的梁小姐今次以個人遊方

式與朋友一起來港，她表示，前晚已到港購
物，打算留港數天休息及娛樂一番。

她又認為，她與朋友不時也會來港購
物，覺得有很多好選擇，但認為酒店的價格
相對較高昂，「有時會吃個飯便即日來
回」，不會長期逗留。

商場料生意額升10%
多個商場也在復活節假期首天錄得不錯

的表現，新鴻基地產（中國）董事馮秀炎表
示，假期首日有不少留港度假的市民出外到
商場消遣，集團12個商場首天總人流約200
萬，營業額則約港幣3,800萬元，分別按年
上升10%至8%。
她續稱，展望今年4天的復活節假期，集

團12個商場總人流可達800萬，營業額可
達1.6億元，按年上升8%至10%。
馮秀炎補充，適逢郵輪雲頂夢號抵港，

為觀塘商場帶來旅客，昨日招待約300名郵
輪旅客，人均消費為2,000元，料為商場額
外帶來逾港幣50萬元消費額。
到訪郵輪旅客80%來自內地及東南亞地

區，多為夫婦同行，年齡介乎30歲至55
歲，有旅客花近1萬多元選購香港手信及智
能平板電腦，另有家庭旅客一到埗即光顧商
場內的人氣餐飲用膳，品嚐香港特色地道美
食。

■記者 楊佩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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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客熱遊 讚港人樂助人

為慶祝香
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政
府早前舉辦

的海報設計及短片拍攝比賽，得獎作品在昨日起，
將依次到荃灣、將軍澳、鑽石山、太古城、尖沙
咀、銅鑼灣六個商場巡迴展出，為期共六個月。政
務司司長張建宗表示，參賽作品富有創意和想像
力，表達了對家的歸屬感，對香港前景的期盼。

張建宗勉獲獎者續尋理想
是次比賽共收到約三千份參賽作品。張建宗表示，年輕

人是香港的未來、是香港的棟樑，特區政府非常關心如何
協助青年朋友發展，參賽作品富有創意和想像力，表達了
對家的歸屬感，對香港前景的期盼。他鼓勵得獎者在參賽
後，繼續追尋在作品中表現的理想，一起建設心目中美好
的香港家園。
海報設計比賽以「我到20歲時……」為題，鼓勵小學

生大膽想像自己20歲時的境況。冠軍得主、聖公會基恩
小學11歲學生陳守義，在作品中建議香港在海底建立城
市，以解決香港未來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

短片拍攝比賽則以「攜手同行」為題，分別設有中學組
及公開組，鼓勵參賽者以短片表達特區成立20周年香港
人攜手同行的信息。
公開組冠軍為姚傑文、朱瑋玲及陳展康，參賽短片題為

「前路有您」，作品表達希望香港人攜手同行，再創高峰。
海報設計及短片拍攝比賽的冠、亞、季軍及優異獎得獎

名單可於特區成立20周年專題網站上瀏覽。得獎作品亦
會在未來六個月於港、九、新界多個地點舉辦的「香港特
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巡迴展覽」中展出。

■記者 文森

慶回歸海報短片展 寓家的歸屬

政府展開回歸20周年慶
祝活動，其中的「共慶回
歸顯關懷」活動，將由特
首和各司局長落區送暖，
探訪30萬戶基層市民，包
括15萬獨居長者，並向他
們派「福袋」，送禮物
包。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
示，官員「顯關懷」不是
「做騷」，是直接與市民
溝通和表達關愛的活動，
不會擔心被「圍」。
張建宗昨日出席香港特

區成立20周年海報設計及
短片拍攝比賽頒獎典禮暨
巡迴展覽啟動儀式後，被
記者問到會否擔心「顯關
懷」引發嚴重示威。他回

應說，「顯關懷」可以真正
與長者和弱勢社群接觸、溝
通，表示官員對他們的關
心，而非在街上「做騷」，
「是一種相當到位的、直接
與市民溝通和表達我們關愛
的活動」，所以不會擔心遇
到任何所謂被人們「圍」的
情況。他透露，「顯關懷」
活動會在5月中展開，每一
位司局長負責一個區，將
聯同該局的秘書長、所有
部門首長和不同階層的同
事，一起到社區與550個社
福機構、地區義工、政府
部門的義工攜手合作。
他強調，政府透明度

高，屆時交代和通知司局
長負責區份和活動。

■記者 文森

「顯關懷」非「做騷」
張建宗毋懼被「圍」

■內地旅客梁小姐。
楊佩韻攝

■內地旅客袁小姐。
楊佩韻攝

■西班牙旅客Silvia Cate-
dra。 楊佩韻攝

■■張建宗與慶回歸海報設計及短片拍攝比賽得獎者合照張建宗與慶回歸海報設計及短片拍攝比賽得獎者合照。。

■■深圳灣口岸出入境大廳昨日擠滿深圳灣口岸出入境大廳昨日擠滿
候檢旅客候檢旅客。。 黃仰鵬黃仰鵬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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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復活節前夕，因急性肝衰竭而命懸一線的
43歲媽媽鄧桂思，獲得素未謀面的鄭凱甄仗義
捐肝，得到「復活」的機會。瑪麗醫院昨日召開
記者會，形容兩個手術成功，鄧媽媽的情況有明
顯改善。捐肝的鄭小姐與鄧媽媽非親非故，卻甘
願冒着手術風險捐肝救人，充分展現人性光輝的
一面，說明香港社會充滿溫情。事件也引起社會
討論是否應該在器官捐贈的年齡限制上留有彈性
空間，但相關問題涉及醫學道德和法律正義，必
須經立法會和社會充分討論，在廣泛達成共識之
後再考慮是否修例。

這宗充滿親情和溫情的器官捐贈事件，展現出
捐贈者鄭小姐的一片愛心，感動了她的家人，亦
感動了整個港人社會，成為香港人的驕傲。鄭小
姐手術後需要幾個月時間才能復原，原本還擔心
會因此失去工作，但鄭母透露，公司老闆已答允
繼續出糧和聘用，說明香港社會始終是充滿關愛
和人情味的。

這些正能量始終是香港社會的主流，也值得社
會珍惜和發揚光大。當局去年已經將每年的11
月12日定為器官捐贈日，希望越來越多的市民
登記成為器官捐贈者，把這種無私的愛傳遍社
會，拯救更多有需要的人。

這宗感人的捐贈事件背後，也帶出一個充滿爭
議的問題，就是應否根據實際情況，對器官捐贈
的年齡限制給予一定的酌情權和彈性空間，只要
專家確認捐贈人心智成熟、身體許可，可以適當

放寬年齡限制。就本次事件而言，有立法會議員
已經準備好緊急修改法例，提出將捐贈活體器官
的年齡限制暫時由18歲降低至17歲，該建議並
得到各黨派支持，立法會主席和政府部門亦計劃
全力配合。現在既然有人捐肝，解決了病人性命
之危，相關修例建議或許暫不會提出，但應否有
酌情權和彈性空間的議論已在社會上發酵。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出於正常人的惻隱之
心，或許不少人支持酌情救人。但在昨日瑪麗醫院
的記者會上，手術團隊卻一致反對，認為器官移植
涉及許多醫學道德問題，社會不應該讓未成年人冒
這個風險，不能輕易運用酌情權或修改法例。

事後冷靜下來思考，建議修例救人者，當然是
出於好心，但正如盧龐茂醫生所指出的，大家要
反過來從鄧媽媽的角度思考：鄧媽媽本身處於昏
迷，如果貿貿然允許未成年的女兒捐肝，萬一女
兒手術後出事，鄧媽媽會有什麼反應呢？或者我
們應該進一步思考：法例是否應該因人而設呢？
這一次專門為了救人而臨時修例，下次如有另一
個類似事件但產生了不良後果時，又該如何呢？

更深一層而言，之所以有這麼多聲音贊成修
例，是因為本次事件被傳媒廣泛報道，引起大家
的惻隱之心，但法律是面對所有人適用，研究修
例不能基於個別事件，必須冷靜思考，在法理、
人情與醫學道德方面做到平衡，既要考慮親情和
救人的方面，亦要從醫學和法律專業的角度綜合
考量。

捐肝大愛傳人間 研究修例須謹慎
近來，朝鮮半島出現了嚴重對峙局面，美國派遣

航空母艦戰鬥群到朝鮮半島外海巡航，公然以武力
相威脅；朝鮮在對此作出嚴厲譴責的同時，表示已
做好戰爭準備，雙方針鋒相對、劍拔弩張，半島局
勢又一次呈現山雨欲來、風高浪急之勢。中國外交
部長王毅昨天強調：中國一貫堅決反對任何加劇局
勢緊張的言行。歷史一再證明，武力解決不了問
題，對話才是唯一出路。他還指出，不管是誰，如
果要在半島生戰生亂，那就必須為此承擔歷史責
任，為此付出相應代價。王毅這番話，反映出中國
政府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的嚴正立場和對企圖挑起戰
亂者的嚴重警告，期待有關各方能夠停止互相刺激
和相互威脅，以對話協商方式，和平解決紛爭，努
力實現半島無核化，確保東北亞的和平穩定以及維
護相關各方的發展利益。

最近一段時間，美韓與朝鮮的對峙日趨嚴重，尤
其是近日美國大肆炫耀武力，以巡航導彈突襲敘利
亞政府軍，在阿富汗投放「炸彈之母」，又派遣航
空母艦戰鬥群到朝鮮半島外海，更令半島戰雲密
佈，雙方武力衝突的可能性驟然增加，令世人充滿
擔憂。面對如此嚴峻的局面，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昨
天特別強調武力不能解決問題，對話才是唯一出
路。王毅還指出，不管是誰，如果要在半島生戰生
亂，那就必須為此承擔歷史責任，為此付出相應代
價。眾所周知，朝鮮半島現時南北分治的格局，是上
世紀二次大戰歷史所遺留下來的問題，歷史跨度大，
牽涉的複雜因素多，只能通過各方的協商談判，通過

和平的方式來逐步解決。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美國以
「聯合國軍」的名義，悍然用武力介入朝鮮半島，結
果打了三年多，戰爭從三八線開始，最後也停止在三
八線上，朝鮮南北分治的格局並沒有改變，而美國則
付出了陣亡及失蹤近7萬多人、受傷10萬多人的慘重
代價。美國人自己也形容這是「一場在錯誤的時間，
錯誤的地點和錯誤的敵人的一場錯誤的戰爭」。朝鮮
民族同時更承受了巨大的犧牲，軍民死亡共200多
萬人，無數家庭因此分離破碎。這些歷史都充分證
明，用武力不可能解決朝鮮半島問題，相反還令有
關各方都付出慘重代價。尤其是目前各方都擁有大
殺傷力武器的情況下，一旦爆發戰爭，還將令整個
世界都面臨更大的災難。因此，有關各方都需要以
理智和負責任的態度，停止挑釁，緩解對立，以和
平協商來化解矛盾，防止事態的進一步惡化。

當今世界雖然存在着這樣或那樣的紛爭，少數局
部地區還有武裝衝突，但是，和平與發展畢竟是全
人類的共同美好願望，也是世界發展的主流。中方
之前提出了以「雙軌並行」思路和「雙暫停」倡
議，共同推動朝鮮半島核問題早日重返談判對話軌
道。王毅昨天也呼籲各方要努力尋找和抓住重啟對
話談判的機會，中方願意支持這些努力。這是在朝
鮮半島戰爭陰霾密佈之下的一線曙光，期待中國方
面的呼籲和努力，能夠讓有關各方恢復理智，停止
一切可能加劇緊張衝突的行動，共同驅散戰雲，化
解衝突，盡快回到溝通協商、和平對話的軌道，避
免出現不可收拾的多輸局面。

朝鮮半島風高浪急 和平對話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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