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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展煞科 補充練習「獨贏」
小學練習銷情升30% 其他書商生意最勁跌五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一連7天的香港書展昨日閉幕，貿發局「埋單計數」後

表示，7天書展共吸引近100萬人次入場，人均消費812元，較去年的逾100萬人次及人

均消費900元為少。有中小型書商認為，今年營運情況惡劣，不少參展商首日便劈價，

加上熱帶風暴「洛克」襲港及書展宣傳支援不足等因素，令生意大跌30%至50%，並指

實體書及年輕作家經營困難，期望書展作大規模改革。不過，學生補充練習書籍銷情不

跌反升，有書商稱小學練習系列銷情按年升30%，書展期間共售出逾萬本書，家長均花

近千元購買習作，毫不留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寶儀 攝

湯小朋友：我不喜
歡做補充練習，愛看
英文書。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陳鳳鳴）昨日是
書展最後一天，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應香港青
年協會邀請，出席書展分享會，與一班青年
分享閱讀心得與行山所見所聞。他表示，入
場後感到現場很有書香味，並指由於自己修
讀建築，而建築與生活息息相關，因此會閱
讀各類書籍。他又在分享會中指出，過去5年
為香港訂立了5套藍圖，希望在新一屆任期內
繼續推展落實環保藍圖。隨後，他與青年一
起逛書展及進行互動，臨走前買了3本書。
黃錦星與青年交流時表示，由於自己讀建
築出身，而建築源於生活，因此需要涉獵多
方面的知識。他笑說：「我什麼類型的書都
要看，可謂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他續
說，小時候也會看介紹香港的旅遊書，藉此

了解香港的風土人情。
黃錦星身為環境局局長，也是一名行山愛

好者。他坦言，讀書時經常行位於住所後面
的郊野公園，既可娛樂又可減壓。有青年問
及黃局長有什麼行山路線可推介時，他便介
紹了位於新界東北部的荔枝窩，並大讚那裡
有數百年歷史的客家村落，且生物多樣性豐
富，是一個具傳統文化又結合環境生態的好
地方。被青年問及行山趣聞時，黃錦星笑
言，曾在行山途中見過一家幾口的野豬，也
曾遇見毒蛇，更指當時非常害怕，「幸好當
時兩條蛇在打架，沒留意我。」
對於每年有不少參展商會在書展結束後棄

置書籍，黃錦星表示，早前已與主辦單位溝
通，希望盡量避免該情況發生。他續說，希

望透過訂立「垃圾按量收費」等制度以減少
浪費。臨走前，他在青協的攤位共花費178元
購買了《一脈山城》、《慢遊小店》及《香
港旅俠——北區背包行》。

「星」嗅書香 冀展商勿「棄書成山」

��
�
=�1

冼同學：我最愛做
數學及中文，我覺得
多做練習對成績有幫
助。

劉女士：我大約花
了近800元購買英文
故事書給孫兒（湯小
朋友），孫仔好鍾意
看英文故事書，媳婦
也買了些補充練習予
他，期望他可以多做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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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市民對書
展的看法猶如
「散貨場」，進

場一刻期望找到「平、靚、正」的書
籍，就連中小型書商亦「感同身
受」，紛紛站出來期望貿發局進行大
改革，包括設立新人推介特區，鼓勵
更多年輕人出書，推動本地文化。其
實近年「文青風」在年輕人之間流
行，他們對文化創作及實體書甚為看
重，消費力亦甚強，有零售商或書商
都大呻生意難做，但只是「捉不到年
輕人的心理」。
現時的年輕人追求的是心靈上的滿

足、夢想及理想的實踐，故書店內大
談追夢、成功方程式等書籍大賣是意

料中事，但有更多的年輕人期望尋求
本地文化及歷史，深度探討香港的未
來發展。有書商指出，有深度的書籍
永遠有市場，書商必須發掘年輕作者
及讀者口味。

劈價非終極吸客手段
書商更要走出舊式框框，港人要

求愈來愈高，劈價不是終極的吸客
手段，須以內容為主。當然市民及
社會也要多多支持年輕作家及文化
產業，不要否定年輕藝術者的努
力，就算不付錢，在網上留言支持
及為他們打氣，也是為香港文化發
展出了一分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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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緊青年心 生意更好做

在書展角落，有一個賣二手書的
小攤位人來人往。攤位的參展商名
叫「易搜書」，本身是一個買賣二

手書的網上平台，為了宣傳，才從線上走回線下，吸
引更多人關注他們的網絡平台。他們所賣的書都是募
捐回來，並以「一元義賣」作噱頭，吸引人流。
創辦人劉澤原是保險從業員，拍檔Alfred則正在香

港教育大學修讀電腦課程，負責編寫易搜書的手機程
式。他們表示，之所以開發二手書平台，全因教科書
的價格太過昂貴，令人難以接受，加上香港的實體二
手書店經營艱難，唯有靠網絡平台。這個「易搜書」

的網絡平台，追求讀者對讀者的點對點配對，早前得
到好心人贊助，贊助人提供倉庫讓他們將書本暫存。
劉澤表明只求宣傳，不求賺錢，故完全是蝕賣，

「今次收到一萬至二萬本書，就算全部賣光也不夠繳付
2.6萬元租金，還未計算運輸費及人工成本。」結果反
應熱烈，這幾天人潮不斷，算是全場反應比較好的攤位
之一， facebook讚好數量以及程式下載量亦有增加，
收到預期的宣傳效果。他表示，二手書之中，最搶手的
書都是教科書，說明了自己的出發點正確，相當鼓舞。
光顧了「易搜書」的讀者梁先生表示，十分喜愛二

手書，「不是因為便宜，全因為很多舊書已經絕版，
只有二手書店才能尋到寶，但香港二手書店愈來愈
少，所以希望這個攤位可以繼續經營。」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寶儀

募捐得書 一元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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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望子成龍是不少家長
的心願，不少家長趁書展最後一日與子女一同選購心儀
書籍，大手地購入補充練習，充分利用暑假為下學年備
戰。其中有出售中、小學補充練習的攤位，掛着「50元
3本」的宣傳板，務求割價促銷。升讀小三的冼同學表
示，購買了7本老夫子漫畫及6本全科試題練習，並指
是自己主動要求買，因「暑假有時沒事做，每日做10
版（練習）也好。」不少小朋友抗拒做補充，冼同學卻
指自己最愛做數學及中文，認為多做練習對成績有幫
助。
高中生也密鑼緊鼓為中學文憑試做準備，出售中學參

考書的攤位一樣人山人海。下學年升讀中五的趙同學表
示，因就讀英中，平日較少接觸中文，憂中文科成績欠
佳，影響升讀大學，他打算購買中文科練習「惡補」，
「其他科考得好，中文科考2級就慘了。」他又指，書
展的參考書較外面便宜約一半，較「抵買」。
不過，有家長則堅持不買補充練習。育有一子一女的

王小姐表示，試過買補充回家，子女卻只做了數版便放
在一邊，「買回去也只是做數頁，浪費金錢。」她表
示，子女較愛看英文小說，平日大多在英國網站購書，
因本地零售書店售價太貴，一年一度的書展是他們一家
全年唯一在港購書的機會。
從四川來港的周小姐認為，香港書展感覺很正派、書

種多元化、紙質很好及規模很大，但書籍價格較貴。花
了近600元買了英文版《哈利波特》套裝書予兒子，期
望他可學好英文，未來或打算與兒子再來。

2017書展昨晚7時正式閉幕，不少市民作最後
衝刺，有參展商趁機減價促銷，如
購書後加1元可換購1本書，期望
追回周日「洛克」襲港的損失。

中小書商：28年來最困難
不少書商均指今年生意不太理想。
香港中小企書刊業商會會長黎文卓表
示，今年書商、出版社及年輕作者的
營運情況惡劣，生意大跌30%至
50%，加上租金按年上升3%至5%。
他批評書展每個舖位價錢相同，
對位置偏遠的參展商不公，形容是
28年來最困難的一年，建議貿發局
分區收費，並向第一次參展的中小
企出版社提供優惠。他並期望貿發
局設立新人推介特區，鼓勵更多年
輕人出書，推動本地文化。

出版社：大眾消費謹慎
CUP出版社負責人陶培康表示，

今年書展人流較去年為少，生意按
年下跌50%，除了天氣不穩定影響
外，網絡普及令大眾對實體書的渴
求降低，他們走進書展主要為找
「平貨」，消費較為謹慎，對中小
型書商影響尤其大。
榆林書店負責人徐小姐表示，今年
書展人流未如理想，首兩天生意按年
下跌逾20%，及後「洛克」殺到，料

整個展期生意按年下跌15%。
她認為，消費者期望能以最平

最抵的價錢買到書，但租金按年
增長及要減價促銷，生意難做。

展商：冀增援年輕作家
里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

國華表示，以往書展在周五至周日人
流較多，但今年則周一晚上較多，相
信是大眾知道打風後書商要追回生意
減價，特意到場「執平貨」。
商務企業傳訊部副經理梁麗嫻表

示，今年生意按年下跌4%至5%，

看到港人選書的時間拉長，消費時
亦較為謹慎，但發現今年科學、哲
學百科書熱賣，相信與近期大熱的
STEM課程有關。
中華書局助理總編輯黎耀強表

示，今年生意按年下跌 5%至
10%，主要受人流減少影響，人均
消費約500元至600元，大多是購
買本土文化及歷史書籍。
他認為，隨着網絡普及，對工具

或資料為主的實體書影響較大，但
相信只要書籍有主題及配合網上平
台宣傳，也會有好效果。

■學生補充練習書籍銷情不跌反升，有書商稱小學練習系列銷情按年升
30%。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 攝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右）與青年分享閱讀
樂趣。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政府昨公佈高鐵「一地兩檢」方案後，反對
派無視政府提出方案的堅實法律基礎，也不聽
政府官員的詳細解釋，就以無限上綱的政治化
手法，給方案扣上「割地」、「邊界盡失」、
「越境執法」、「港人誤墮法網」等大帽子，
蓄意進行政治恐嚇，企圖誤導市民、擾亂人
心。他們揚言要阻止相關法案在立法會中通
過，全然無視這樣做的後果是阻撓兩地合作，
破壞香港營商環境，剝奪港人應有權益，損害
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廣大市民要認清其真相，
揭穿反對派製造的政治恐嚇，形成全力支持
「一地兩檢」方案通過的社會輿論。

反對派對「一地兩檢」方案的詮釋和指控，
乍看好像是大得嚇人，其實只是一些既無事實
根據、又缺乏法理支持的政治恐嚇，有些甚至
是無限上綱的政治夢囈。對這些指控逐一剖
析，其實不值一駁。

所謂「一地兩檢」方案等同「割地」，令香
港「自閹」，這是反對派近日最津津樂道的恐
嚇之一。但事實上，按照基本法第七條的有關
規定，香港特區土地屬國家所有，只是授權特
區政府負責管理、使用和出租等，從主權角度
說，被另外一個國家侵佔才叫「割地」，「一
國」之內，何言「割地」？而高鐵「內地口岸
區」的場地和空間，將是以租賃形式，交給內
地相關單位使用，當中不會涉及任何業權轉
移。特區政府只是因為特定的需要，將國家授
權管理的土地上的構築物，以出租方式讓內地
有關部門管理使用，既不違反「一國」、又無
損「兩制」，「割地」、「自閹」之說真是荒
謬無稽。

反對派聲稱在高鐵站設「內地口岸區」，將
會令香港邊界模糊化，此例一開，香港將邊界
盡失，淪為內地的一個普通城市，這也是反對
派慣常使用的說法。但事實上，「一地兩檢」
只是一個技術性的特例安排。政府與內地達成
的方案，將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並在香
港進行本地立法來實施，把「內地口岸區」視
為香港區域範圍以外的安排，根本就不涉及重
劃香港界線的問題，又何來邊界盡失之說呢？

妄稱內地執法人員將利用「一地兩檢」之
機進入香港境內執法，香港市民很容易誤墮
內地法網，這也是反對派為誤導市民，製造
恐慌情緒而編造出來的政治恐嚇之言。事實
恰好相反，按照政府與內地達成的具體方
案，內地執法人員只可依照合作協議，在
「內地口岸區」履行職務，他們完成任務後
當天就返回內地，絕沒有任何權力進入香港
特區執法。而乘坐高鐵的市民要先從「香港
口岸區」辦理手續後，方可進入「內地口岸
區」，完成通關手續再上高鐵，除非是有人
刻意用逃票及偷渡等非法方式，才能直接來
到「內地口岸區」；如果有人不經過正常程
序進入內地執法區，本身已經先違反香港法
律。總之，一個遵守香港法律的人，絕不會
因「一地兩檢」而誤墮內地法網。

通過上述分析就可以看到，反對派對「一地
兩檢」的指控，完全不是從法律的角度提出，
也沒有任何事實根據，只是一些無限上綱、不
盡不實的政治恐嚇而已，他們的這些荒誕之
言，不能蒙蔽清醒理性的香港市民，無法阻擋
高鐵「一地兩檢」的實施。

反對派製造政治恐嚇圖誤導市民
政府昨日公佈高鐵「一地兩檢」方案。方案按照

「三步走」的方式推進實施，經過人大常委會批准
和本地立法程序授權，具有堅實的法律基礎，完全
符合「一國兩制」原則和基本法的規定，不存在任
何違反法律規範的問題。同時，落實「一地兩檢」
方案，可以最大限度發揮高鐵應有效益，便利包括
港人在內的旅客來往兩地，是合法、高效、利民的
多贏安排。社會各界應深入理解方案，消除誤解，
免受誤導，理性討論，凝聚共識，敦促立法會通過
「一地兩檢」方案，讓高鐵如期通車。

「一地兩檢」的安排是不同司法管轄區在執法上
的協作，已經在美加、歐洲多地有效實施，深圳灣
口岸亦成功實行多年。此次政府提出的「一地兩
檢」方案，正正參照深圳灣口岸的運作模式，把深
圳灣口岸「一地兩檢」的模式在高鐵西九總站複
製，在西九總站租出一定範圍作為「內地口岸
區」，專門處理內地出入境的各項清關手續。在
「一地兩檢」的安排下，香港或海外旅客在西九站
內一次過就可以完成出入香港和內地的出入境、海
關、檢疫等手續。

對於有人擔心「一地兩檢」不符合基本法，破壞
「一國兩制」，損害港人權益，律政司司長袁國強
作出清晰解釋。袁國強強調，西九站的「內地口岸
區」是以租賃的形式將管理權交予內地，不存在業
權轉移的問題。在「一地兩檢」安排下，乘客通關
時權益不會有任何改變，亦不會削弱港人的權益；
另外，內地執法人員只可在西九站的「內地口岸
區」內執行職務，不能進入西九站其他地方執行職
務，更不可在香港其他地方進行任何執法行動，內
地邊檢、海關、檢驗檢疫的法律只適用「內地口岸
區」，不會在香港管轄區實施，因此亦不存在跨境

執法的問題，不會破壞「一國兩制」。
為打消社會疑慮，嚴格按照依法辦事的原則，高

鐵「一地兩檢」安排將以「三步走」程序完成實
施。第一步，香港與內地達成《合作安排》；第二
步，在香港社會和立法會進行廣泛討論後，全國人
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批准及確定《合作安排》；第三
步，香港透過本地立法實施。「三步走」是非常穩
重的做法，使高鐵「一地兩檢」既有中央憲制性的
授權，又有香港本地法律支持，法律基礎扎實。不
少學者均指出，高鐵「一地兩檢」經全國人大常委
會批准後，絕對符合「一國兩制」與基本法，將來
有人想以司法覆核推翻，成功機會微乎其微。

實施高鐵「一地兩檢」的唯一原因，是最大限度
發揮高鐵應有的效益。如果沒有「一地兩檢」安
排，香港高鐵的乘客過了深圳就要下車辦理入境手
續，費時失事；內地高鐵站更不可能為了遷就香港
高鐵停靠而每站都設置出入境機構，香港高鐵的成
本效益將大大減低，甚至淪為「廢鐵」。唯有「一
地兩檢」安排，為港人和乘客往返香港和內地帶來
極大便利，乘客可自由選擇於內地高鐵網絡任何一
個停靠車站登車或出站，而不局限於個別有通關口
岸的大城市，讓香港的高鐵網與內地高鐵網連成一
體，真正發揮出高鐵快速便捷的功能。 高鐵香港段
「一地兩檢」的安排，特區政府和中央有關部門經
過長達7年的討論，最終達成共識，滿足基本法和
「一國兩制」的要求。高鐵如期通車，對香港提升
競爭力、推動經濟發展意義重大。「一地兩檢」方
案需在立法會通過，高鐵才能開通，社會各界要敦
促立法會議員尤其是反對派議員，以香港整體利益
為重，客觀務實看待「一地兩檢」安排，排除政治
化干擾，讓高鐵「一地兩檢」更好更快落實。

高鐵「一地兩檢」方案合法高效利民

社
評

W
E
N
W
E
I
E
D
IT
O
R
IA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