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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年度 投注額投注額((元元)) 升升//跌幅跌幅

2017/2018 1,242億 +5.8%

2016/2017 1,174億 +10.7%

2015/2016 1,061億 -1.7%

2014/2015 1,079億 +5.8%

2013/2014 1,019億 +8.5%

2012/2013 938.4億 +8.9%

2011/2012 861.1億 +7.1%

2010/2011 804.1億 +6.5%

2009/2010 754.9億 +12.9%

2008/2009 668.2億 -1.3%

2007/2008 676.8億 +5.7%

2006/2007 640億 +6.6%

2005/2006 600.5億 -4.2%

2004/2005 626.6億 -3.6%

2003/2004 650.3億 -9%

2002/2003 714.6億 -8.6%

2001/2002 781.5億 -4..11%%

資料來源：香港賽馬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馬季總投注額再創新高
1242億元較上季升5.8% 貢獻庫房13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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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為馬季最後一
戰，此戰過後將踏入
一個半月的歇暑期。

縱然沙田馬場昨日持續下雨，但仍有不
少馬迷無懼風雨入場觀戰兼下注。

吳先生：賽馬數十年有感情
由14歲開始賭馬至今近50年的吳先

生表示，每個賽日也會下注，卻只會在
大賽或特別日子才入場，今季也只是農
曆年初三及昨日煞科入場。他表示，參
與賽馬數十年已有感情，但會嚴守每個
賽馬日只下注約1,000元的紀律，「10
年前是1,000元，今天也是1,000元，沒
有增多減少。」
吳先生表示，昨日的天氣太差，要不
是早已約好朋友，只他自己一個也不會
進場，惟覺得現場氣氛頗熱鬧。他指香
港賽馬近年水準不斷提高，但投注則愈
來愈難中，加上他主要捧華籍騎師，
「近年華籍騎師的整體表現不及10多年
前，所以我更難中。」對於馬季歇暑，
他則並無感到失落，「馬要唞唞，人(的
荷包)也要唞唞！可以去吓旅行，平日則
看多一點其他體育節目。」

陳先生：賭馬不難小賭怡情
陳先生昨日則是首次入沙田馬場，

「主要是與朋友一齊入場，氣氛還不
錯，但感覺上跑馬地的氣氛更好。」他
表示，賭馬約十多年，一直也是視之為
一種娛樂，每個賽日也只是下注數百元
「小賭怡情」。不少人認為賭馬十分
難，陳先生卻認為並非太難，但他與絕
大多數馬迷一樣是「輸多贏少」。

何先生：澳門來港湊湊熱鬧
澳門人何先生昨日也到沙田馬場湊熱

鬧。他表示，平日於澳門並無下注港澳
的賽馬，「香港馬無買，澳門馬更加是
絕大多數澳門人都不會賭的，賽狗也只
是兩星期前最後一次，今後將成絕響才
入場看看！」他表示，每年只有開鑼及
煞科等日子才會特地從澳門來港探親兼
入馬場賭馬，預算約1,000元，「贏輸
都是一千，不會磨爛蓆！」他認為香港
的賽馬水平十分高，馬場的設施也非常
好。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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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迷冒雨觀戰 力博最後一注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聶曉輝聶曉輝））沙田馬場昨日在大雨下上演沙田馬場昨日在大雨下上演20172017至至20182018年度馬季煞科戰年度馬季煞科戰，，全日全日1111場賽事共錄得場賽事共錄得1919..3838億元投注額億元投注額，，是回是回

歸以來的單日新高歸以來的單日新高，，亦較去年煞科亦較去年煞科1818..5858億元升億元升44..33%%。。總結全季總結全季8888個賽馬日連同匯合彩池及海外賽馬個賽馬日連同匯合彩池及海外賽馬，，共錄得共錄得11,,242242億元投注額億元投注額，，較上季較上季

的的11,,174174億元按年升億元按年升55..88%%，，同樣創下史上單季新高同樣創下史上單季新高。。全季總入場人次為全季總入場人次為213213..99萬萬，，則按季微跌則按季微跌11..33%%。。馬會行政總裁應家柏於賽後表示馬會行政總裁應家柏於賽後表示，，今今

季是其中最精彩刺激馬季季是其中最精彩刺激馬季，，而全季總投注額上升的其中一個因素是季內海外匯合彩池投注額高達而全季總投注額上升的其中一個因素是季內海外匯合彩池投注額高達165165..77億元億元，，按季大幅增加按季大幅增加154154..88%%。。

■■昨日馬季煞科共錄得昨日馬季煞科共錄得1919..3838億元投注額億元投注額，，是回歸以來的單日新高是回歸以來的單日新高，，總結全總結全
季共錄得季共錄得11,,242242億元投注額億元投注額，，較去季升較去季升55..88%%。。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攝

香港賽馬投注額於千禧過後每況愈下，
2005 年至 2006 年度更低見 600.5 億

元，幸其後從谷底反彈，至2013/14年度更
首次突破千億元大關，2015/16馬季雖受經
濟環境影響，連升6季後微跌1.7%，上季隨
即大幅反彈勁升10.7%，今季亦有5.8%增
幅。總結全季賽馬，馬會向政府庫房繳付
130.5億元博彩稅，按年跌0.4%，另有54.8
億元剩餘予馬會作營運開支及慈善捐獻，按
年升6.3%，屬歷來新高。

澳人投注違法 博彩稅微跌
雖然全季投注額錄得升幅，惟博彩稅卻微

跌，據了解這是由於海外投注者在香港開立
或維持銀行户口愈益困難，以致部分海外投
注者轉向投注匯合彩池。此外，澳洲於去年
9月修訂博彩法例後，澳洲居民向香港馬會
投注即屬違法，馬會也不容許接受有關注
項，因此終止了以澳洲為居住地的顧客的投
注户口。
馬會昨日舉行馬季煞科賽事，不少馬迷均
趁今季最後機會入場觀戰及期望攞得「尾
彩」，惟與上季一樣由於天公不作美，不時
下起大雨，兩個馬場合共僅得35,556人次進
場觀賽，較上季減少約1,400人次。沙田場
內精品店「馬場有禮」舉行煞科感謝日，指
定精品買滿350元即減100元，吸引不少市
民「掃貨」。馬會吉祥物更會遊走於馬場不
同角落，與馬迷合照留念。
雖然入場人次下跌，但馬迷下注的熱情卻

無因「攔門雨」減退，反愈來愈熾熱，最終
全日11場賽事共吸引19.38億元投注額，當
中1.99億元用以繳付博彩稅，剩餘8,000萬
元撥予馬會作營運開支及慈善捐獻。由前香
港冠軍騎師韋達策騎、呂健威馬房的「輝煌
星」以半冷身份成為全季最後一場頭馬。

半冷「輝煌星」奪「最後頭馬」
今季是香港賽馬歷來最激烈的騎師冠軍爭

奪戰，潘頓最終以136場頭馬，兩場之差壓
倒上屆冠軍莫雷拉封王。蔡約翰則以87場頭
馬奪得在港從練18個馬季以來第十個冠軍練
馬師榮銜。本地騎師則以梁家俊取得最多的
37場頭馬，並蟬聯告東尼獎。
馬會於海外推出的匯合彩池近年大受歡

迎，今季匯合彩池投注額更高達165億元，
佔總投注額的百分比由 5.5%大幅升至
13.3%。應家柏指出，匯合彩池迅速改變全
球環境，昨日的匯合彩池投注額高達3.35億
港元，屬紀錄新高，成績斐然，「匯合彩池
現已成為香港賽馬投注額的主要增長動力，
這主要因為我們的賽馬產品日益受到國際間
的關注，反映出我們的賽馬運動，在確保具
最高度的誠信之下，已證明是一項極具吸引
力的體育運動。」
展望未來，他對於從化馬匹訓練中心啟用

後將會帶來的新機遇至感興奮，「從化馬匹
訓練中心是馬會歷來作出的最大投資之一。
隨着部分馬匹移駐從化，我們可開始提升香
港的訓練設施，包括斥資15億元以全面翻新

沙田馬房。」
賽事過後，馬會隨即在場內頒發今季冠軍

練馬師及冠軍騎師等獎項，最後一眾騎師在
場內向馬迷展開閉幕巡遊，又大派精緻的馬
匹毛公仔禮物向馬迷暫別，新一季將於9月
2日於沙田馬場開鑼。此外，由於昨日多個
特別彩池的中獎金額不足10元，第一口孖
T、三T及六環彩六寶獎合共約540萬元多
寶將撥入下季開鑼日的相應彩池。

■■潘頓奪得冠軍騎師潘頓奪得冠軍騎師。。

■■市民冒雨入場觀戰市民冒雨入場觀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攝

■■吳先生吳先生 ■■陳先生陳先生

立法會今日討論規管醫療儀器的立法
建議，有醫學組織昨日公佈對1000名市
民的調查，發現74%人不知道香港現時
沒有立法規管醫療儀器，85.5%人贊成
應立法規管。本港對醫療儀器的規管一
直較其他地區落後，立法是補漏的正確
舉措。尤其是涉及市民健康和生命安全
的重要醫療儀器，規管宜嚴不宜鬆，不
應礙於業界的短期利益而有所妥協。

醫療儀器規管一直備受社會關注，過
去曾多次發生操作失誤而奪命事故，尤
其是在近年急速發展的醫療美容業界。
DR醫學美容集團事故，三名消費者在接
受美容過程中受細菌感染，導致一死兩
傷殘的慘劇，震驚社會。立法會衛生事
務委員會今日討論立法規管，正是為了
改變醫療儀器過往「無王管」的現狀。
調查的結果顯示，82%受訪者認為立法
規管醫療儀器能幫助他們選擇合適的治
療，83.2%人認為能提升市面上醫療儀
器的質素，84.4%人認為能加強對市民
或消費者的保障。可見立法規管獲得壓
倒性支持，關鍵只是條例的具體內容、
規管的對象及嚴苛程度。

本港在醫療儀器規管上一直比美國、
加拿大等地方落後。市場上一直出現大
量涉及以儀器美容的廣告，對可能出現
的併發症和副作用隻字不提，被指會誤

導公眾。過往有不少病人反映使用高能
量醫學儀器後，皮膚被灼傷甚至留下永
久疤痕，但顧客並不知悉醫療儀器的安
全性和操作人員的身份，對消費者的保
障明顯不足。

據了解，食物及衛生局提出的規管醫
療儀器草案修訂建議，包括規定高風險
儀器推出市面前必須註冊，而未符註冊
規定的醫療儀器可有5年過渡期，先列於
衛生署表列制度內。但業界組織認為5年
的過渡期太長，應縮短為3年。另一方
面，誰操作醫療儀器也是一個關鍵問
題。過往由美容師使用醫學儀器的做
法，一直備受爭議，政府去年曾提出風
險高的醫療儀器需要由特定人士操作或
監督，但是次政府草案卻因美容業界的
反對而讓步，未再提及操作人員管制，
仍然留下一大漏洞。

縱觀台灣、韓國等地，都有規定大量
醫療美容程序要由醫生操刀，本港美容
業界抗拒，無非是出於降低成本的目
的。以激光療程為例，消委會調查顯
示，由醫生進行一次療程要5000元，美
容中心則僅需700元。業界出於自身利
益，自然反對規管操作人員，但政府在
考慮規管時，應該考慮的是市民大眾的
安全和利益，而不能將業界利益放在首
位。

規管醫療儀器宜嚴不宜鬆
中歐峰會今在北京舉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和歐盟委

員會主席容克將共同主持第二十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
晤，預計維護全球化大方向、推進中歐自由貿易及投資
將是核心議題。目前美國發起的貿易戰正在對全球產業
鏈和價值鏈造成極大破壞，帶來各國企業包括美國商界
的深重焦慮，中國和歐盟在維護多邊主義上有廣泛共
識和共同利益，是全球化的重要和負責任力量，中歐聯
手將成為逆全球化浪潮下推進全球自由貿易及投資的中
流砥柱。香港作為全球化的得益者，需要堅定站在國家
一邊，助力全球化推進，而發揮香港金融和專業服務、
創科等方面優勢，協助國家發展「一帶一路」和粵港澳
大灣區的自由貿易及投資，就是堅定支持全球化發展的
最好選擇。

全球化帶來國際資本及投資、貿易和交易、知識和科
技等的自由流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
分工合作，促進了區域和雙邊自由貿易及投資便利化協
議的達成，由此形成的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已成為當今
世界經濟的經脈。世界貿易組織（WTO）就是目前鼓勵
和開展世界各國自由及公平貿易的最大組織。美國等發
達國家是全球化最大的得益者，中國作為經濟全球化和
全球產業鏈的重要支持者和參與者，是全球產業鏈至關
重要的一環。多年來，中國對美出口產品的一半，都是
在華外資企業生產的。這些外資企業分屬眾多國家，包
括美國和所有西方發達國家、美國的傳統盟友，他們從
中獲得了豐厚利潤。因此，中國維護全球化和自由貿易
及投資，實質上是維護多年來全球經濟增長的動力。

如今美國發動貿易戰，正給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帶來
混亂，並有斷裂風險。致力推動自由貿易和投資的諾貝

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最近撰文指，如今世界上大部
分貿易是中間商品，對這些產品加稅最終會增加本國商
品的成本，因此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戰具有自我毀滅性。
正因如此，美對華貿易戰引發了美國商界的深重焦慮，
以半導體行業為例，美國企業多年建立起的全球供應鏈
中，目前需繳納25%關稅的半成品部件會進入美國各類
科技產品的生產流程，一些美國公司不得不應對關稅舉
措產生的新成本。

貿易戰更大的危害在於，它直接打擊科技進步進而拖
慢經濟增長步伐。經濟全球化促成產業轉移和技術外
溢，這也是發達國家利益實現的重要途徑。技術外溢的
最大受益者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2017年中國對
外支付的知識產權使用費高達286億美元，美國繼續保
持最大的支付對象地位。因此，美國的貿易戰直接導致
世界技術貿易的倒退，影響科技對經濟成長的拉動。在
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實質上是
對各國產品徵稅，嚴重危害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的安
全，將導致全球出口停滯和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國際分工
被切斷，並進而摧毀多邊貿易體系，國際貿易規則只能
由美國一家說了算。

中國和歐盟始終以鮮明態度維護多邊主義，中歐兩大
經濟體聯手抵制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對世界經濟
穩健成長關係重大。正因如此，世界寄希望今次中歐峰
會能在逆全球化浪潮下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繼續維護全
球化大方向，相信中歐深化合作，共同維護以世貿組織
為核心、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將可推動經濟
全球化朝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
發展。

貿易戰損全球產業價值鏈 各方合作堅定維護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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