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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及批發從業員協會理事長蔡宗建表示，由於近年
內地來港旅客人數不斷下降，消費力亦下降，香港零售
及批發從業員的收入普遍受影響，尤其是依賴佣金的銷
售員。他認為，如高鐵開通及落實「一地兩檢」，將吸
引更多人由搭飛機改搭高鐵，「將不搭飛機省下的錢，
用來在港多消費。」

蔡宗建強調，高鐵開通後，無論對廣東短線或省外長
線旅客都會非常方便快捷，多了遊客來香港，特別是高
端的遊客，肯定對業界的銷售有幫助，「水漲船高對員
工收入也有望提高，收入高了，也可吸引生力軍入
行！」因此，他認為高鐵開通與落實「一地兩檢」，對
零售業僱員將會是一大喜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不搭飛機搭高鐵不搭飛機搭高鐵 旅客省錢多消費旅客省錢多消費

酒 店 業

酒店及餐飲從業員協會權益主任奚鴻泉對高鐵開通及
落實「一地兩檢」感到鼓舞，認為能縮短內地遊客來港
的交通時間，加上過關程序簡單，有助吸引內地旅客來
港，帶動酒店業發展。
他指出，港遊客數目近年持續下跌，影響酒店入住

率，員工的收入也減少，部分酒店更減少聘請新員工。
他希望日後高鐵香港段開通後，帶來更多商務及會展旅
客等高消費旅客。
奚鴻泉表示，昨日上網查閱由北京乘搭飛機到香港的

機票價錢由4,000元起，對比由北京乘搭高鐵到福田只

需400元，可大約估計日後由北京乘搭高鐵到香港的價
錢，一定比搭飛機便宜，加上高鐵以準時見稱，期望高
鐵開通後，方便更多高消費力的長途過夜旅客來港旅
遊，提高香港酒店的入住率，員工收入可相應提高，新
人也有入行的機會。
截至2016年底，香港有263家酒店，合共提供7.4萬
間房間。奚鴻泉指出，酒店數目於2019年將增至近320
家，房間數目增至約8.7萬間，高鐵開通將令香港屆時
有能力容納旅客，讓酒店愈興旺蓬勃，「員工年尾花紅
也更大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入住率勢提高 員工收入節節升

旅 遊 業

香港旅遊聯業工會聯會秘書長林志
挺在記者會上指出，行業代表均認同
高鐵香港段落實「一地兩檢」，並按
時開通，對業界發展及僱員就業帶來
很大幫助。他指「一地兩檢」方案使
香港高鐵快速連接全國各地，在「路
通人通財通」的情況下，有助促進香
港經貿、旅遊及專業服務等方面發
展，帶來龐大的經濟及社會效益，屆
時約60萬名酒店、飲食、導遊、領
隊及零售從業員均可受惠。
他指出，在「一地兩檢」安排下，
無論是出行舒適度、效率及經濟成本
都最為有利，且對香港旅遊業的發展
更是一件大好事，「因港人到內地旅
遊時，只需在香港上車通關，即可直
達全國各地，無須奔波勞碌，從而節
省時間，亦方便全國各地遊客直接乘
高鐵到港旅遊，吸引旅客來港，有助
香港旅遊業振興，增加行業僱員的收
入和就業機會。」
他希望立法會議員在進行公眾諮詢
時，將焦點集中於落實「一地兩
檢」，尤其點名批評反對派無中生
有，以「靠嚇」手段向市民灌輸「陰
謀論」。他期望高鐵開通後振興香港
旅遊業，造福香港市民：「香港未來
發展潛力很大，但要把握機會，否則
不進則退，只會被邊緣化，蘇州過後
無艇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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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兩檢」帶旺旅遊相關行業
■方便全國各地遊客直接乘高鐵到港旅遊，有助振興香
港旅遊業，增加各行業僱員的收入及就業機會

■內地來港時間縮短，吸引更多遊客來港，提升酒店入
住率

■吸引更多講求節省交通時間及成本的高消費力的長途
過夜旅客來港旅遊

■酒店及飲食業員工可望增加花紅收入

■零售業員工可望賺取更多佣金

資料來源：香港旅遊聯業工會聯會及屬下4個工會 記者：文森

飲食業職工總會秘書長黃必文指
出，過去一段時間，內地來港旅客
數目不斷減少，飲食業也因而大受
打擊，特別是旅遊區或專做旅行團
的酒樓，「午市及晚市都大受影
響。」他認為高鐵開通及落實「一
地兩檢」，能吸引更多旅客來港，
讓他們一嚐菠蘿油及熱奶茶等香港
著名美食。
黃必文指出，遊客來港對香港整
體經濟一定有幫助，「行街行到
累，自然會坐下來吃飯。」他相信
旅客增多，對整體飲食業有幫助，
亦可提供一個平台，交流彼此的飲
食文化，「香港很多廚師的廚藝都
很出色！」
他續說，除了經營者有信心經營
外，生意提升對僱員福利及就業也大
有幫助，「如果晚市旺，就可多請家
庭主婦做兼職，推動就業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廣招四方遊客
提升僱員福利

飲 食 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
威）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
會理事長吳秋北昨日在其face-
book專頁宣佈好消息，指持回
鄉卡的港澳居民，即日起可到
內地215個火車站的自助系統
購買及領取車票。中國鐵路
總公司在回覆吳秋北時更表
明，會積極推進服務，擴大
覆蓋範圍。
吳秋北發帖指，國家主席

習近平早前視察香港時表
示，將會有更多便利港澳的
政策措施。言猶在耳，港澳
居民現時已可憑回鄉卡，到
內地高鐵站的自動購取機，
購買及領取車票。

鐵路總公司覆函吳秋北
他續說，自己在今年全國

「兩會」期間提出這個進一
步完善火車票實名制，方便
港澳市民購取車票的建議，
終於得到中國鐵路總公司正
式回信接納，故他發帖告知
大家這個好消息。
根據中國鐵路總公司回覆

吳秋北的函件指出，經該公
司與國務院港澳辦、國務院
台辦及公安部認真研究，同
意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
（即回鄉證）及台灣居民來
往大陸通行證（即台胞
證），均是鐵路實名制購票

的有效身份證件。港澳台同
胞在購買火車票時，與內地
居民享同樣待遇。
函件續指，為進一步方便

港澳台同胞購取票，該公司
與公安部協商，購置了專用
的證件加密識讀設備，並組
織專門技術力量，先後對北
京、上海、江蘇、浙江、福
建、山東、湖南及廣東等地
215個火車站的鐵路售票系統
及自助售取票機等進行優化
調整。持卡式通行證旅客，
可在該些車站的部分自助設
備上刷證購票及取票。
中國鐵路總公司表示，下
一步會根據市場需要，積極
推進該項服務，逐步擴大覆
蓋範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反對派議員罔
顧民生，聲言會拖垮高
鐵工程。政務司司長張
建宗昨晚表示，「一地
兩檢」有清晰的法律理
據，而對香港來說，無
論是經濟、民生、文化
都是多贏的安排。特區
政府會盡一切努力去解
釋，並誠懇地交代其中
的細節。
張建宗在一公開活動

後表示，特區政府明白
部分議員對「一地兩
檢」的關注，故連日不
斷解釋有關的構思、安
排和法理依據，包括有
關安排的法律理據，設
計上如何「一定令人放
心」等，如將內地和香
港管轄區就分隔得很清
楚，「（內地口岸）區
內工作人員不可以隨便
出來，工作完畢要返回
深圳等等。」

詳細解釋消除誤會
他續說，高鐵實施

「一地兩檢」，無論是
從經濟、社會、文化角
度來看都對香港發展有

益，而自己向香港各大
商會、外國駐港領使，
及區議會正副主席等簡
介「一地兩檢」安排
後，反應十分正面，
「每一位都期望着、盼
望着早些能夠通車。」
為此，特區政府會繼

續解釋方案，及加強公
眾宣傳工作，消除誤
解，令部分「憂慮的朋
友放心」，「我們所說
是一個重要基建設施，
所以一個這麼重大的基
建設施，我們有實際需
要盡快推出。」
針對有反對派中人向

法院申請司法覆核，圖
推翻「一地兩檢」的安
排，張建宗坦言，特區
政府無法避免有人採
取法律程序，並會依
法辦事，但他希望社
會各界心平氣和地看
待 「 一 地 兩 檢 」 ，
「這個對香港絕對是
一個能為香港帶來很大
益處的計劃，對我們可
以說是不容有失，希望
不要失去這個機會，我
們要抓好這個機會，香
港要向前發展。」

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副理事長余莉華在記者會中表
示，內地高鐵網絡由最初的「四縱四橫」發展到「八縱
八橫」，已有逾兩萬公里的高鐵網絡連接全國各地，香
港市民選擇以高鐵到全國各地旅遊也愈來愈多，但由於
高鐵香港段尚未開通，市民往往要到深圳或廣州乘坐，
無論購買車票、時間安排、舒適安全、效率與經濟成本
均受影響，內地居民來港旅遊亦同受影響。
她指出，高鐵香港段在明年開通後能否發揮其快捷高

效，「一地兩檢」的落實至為關鍵，並強調高鐵「一地

兩檢」方案符合基本法規定且切實可行，不論出入境、
通關與檢疫，都不會影響市民的法律責任與權利，市民
不必擔心權利受損。
余莉華指出，現時領隊及導遊開工不足的情況普遍，

認為高鐵開通後，交通方便有助刺激香港市民外遊及內
地遊客來港，尤其是消費力高的銀髮一族，「他們很多
都怕搭飛機，心理上比較傾向搭高鐵。」事實上，有不
少旅行社開辦高鐵旅行團，有望重新帶旺行內發展，並
吸引年輕人入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導 遊 領 隊 連接「八縱八橫」帶動高鐵團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文森文森））高鐵香港段高鐵香港段「「一地兩檢一地兩檢」」方案日前敲方案日前敲

定定，，各界均期望明年第三季通車的目標水到渠成各界均期望明年第三季通車的目標水到渠成。。工聯會香港旅遊聯工聯會香港旅遊聯

業工會聯會業工會聯會，，昨日聯同屬下旅遊業相關的昨日聯同屬下旅遊業相關的44個工會舉行記者會個工會舉行記者會，，表明表明

支持高鐵按時開通及實施支持高鐵按時開通及實施「「一地兩檢一地兩檢」。」。他們強調他們強調，，高鐵落實高鐵落實「「一地一地

兩檢兩檢」，」，在開通後將為業界帶來巨大裨益在開通後將為業界帶來巨大裨益，，包括吸引遊客來港包括吸引遊客來港，，同時同時

方便香港市民出行方便香港市民出行，，有助改善現時領隊及導遊開工不足的問題有助改善現時領隊及導遊開工不足的問題、、提升提升

酒店入住率酒店入住率、、帶旺零售業及整體食肆的生意帶旺零售業及整體食肆的生意，，更有助吸引新血入行更有助吸引新血入行。。

他們促請社會各界及立法會議員將焦點集中如何落實他們促請社會各界及立法會議員將焦點集中如何落實「「一地兩檢一地兩檢」」而而

非將其非將其「「政治化政治化」，」，甚至妄甚至妄

圖阻撓實施圖阻撓實施，，否則將會損害否則將會損害

香港大多數人的利益香港大多數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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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自助購車票 回鄉卡通用

■工聯會香港旅遊聯業工會聯會昨日聯同屬
下4個旅遊業相關行業工會舉行記者會，對
「一地兩檢」方案表示歡迎。左起：奚鴻
泉、余莉華、林志挺、蔡宗建和黃必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高鐵落實高鐵落實「「一地兩檢一地兩檢」」開通後將吸開通後將吸
引更多遊客來港引更多遊客來港，，帶旺各行各業帶旺各行各業。。

■中國鐵路總公司回覆吳秋北
函件。 fb截圖

■■廣深港高鐵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香港段))計劃明計劃明
年第三季度通車年第三季度通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