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克強將出席上合成員國政府首腦會議

內地遊客「買買買」蔓延國外
韓樂天銷售額或創歷史最高 小眾海外遊增幅高達50%

內地近兩成耕地污染
化肥使用量佔世界1/3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人正歡度第二十個

「十一黃金周」，今年，各地景區門票降價增加了黃金周假

期的出遊熱情。多地旅遊部門公佈數據也顯示，旅遊消費經

濟表現良好。「買買買」的火爆熱潮也蔓延到國外。韓國樂

天免稅店明洞總店今年銷售額有望突破4萬億韓元（約合港

幣282.4億元），這將是樂天免稅店自1979年成立後創下的

最高紀錄。

中國新聞網昨日報道，今年，各
地景區國慶節前宣佈門票大面

積降價，成為黃金周出遊的一大利
好。多地旅遊消費經濟表現良好。
例如，黃金周首日，重慶就已接待
境內外遊客472.62萬人次，實現旅
遊總收入19.18億元；四川省74個
4A級以上景區共接待了90.33萬遊
客，門票收入達1,726.46萬元，成
都大熊貓基地、杜甫草堂等多個景
點當日接待遊客同比增幅均超
100%。

多地旅遊市場高位運行
到10月3日，多地的假日旅遊市
場保持高位運行，眾多旅遊景區逐
漸迎來客流高峰。湖北省納入假日
旅遊統計體系的26個重點景區，3
日接待遊客83.187萬人次，實現旅
遊綜合收入1.28億元。
報道指，遊客出遊時「買買買」

的熱情在繼續燃燒。例如，廣東省
旅遊局公佈的數據顯示，截至3日
15時，廣東納入統計的109家重點
景區接待遊客236.7萬人次，同比
增長12.1%；收入2.44億元，同比
增長10.7%。3日旅遊城市青島監測
A級景區43個，共接待遊客86.48
萬人次，同比增長33.5%，營業收
入 1,741.40 萬 元 ， 同 比 增 長
21.8%。

韓國免稅店打「金錢戰」
「買買買」的熱潮也蔓延到了國
外。海外網昨日報道，位於韓國明
洞的樂天免稅店和新世界免稅店因
為中國國慶黃金周打響了「金錢的

戰爭」。在直線距離不過1.7公里
的這兩家免稅店門口，每天凌晨至
少有1,500至1,700名代購在排隊，
人均消費金額動輒數百萬韓元，成
為免稅店的座上賓。
除了樂天免稅店明洞總店有望創紀

錄外，樂天免稅店世界大廈店預計也
將創下1萬億韓元以上的銷售額。而
去年這兩家免稅店的銷售額分別為
3.1618萬億韓元和5,721億韓元。
此外，去年銷售額為2.1萬億韓

元的新羅免稅店今年有望創下3萬
億韓元的銷售規模。作為免稅店後
起之秀的新世界免稅店明洞店去年
銷售額雖然僅為1.4萬億韓元，但
今年有望進入2萬億韓元俱樂部。
業內人士預測，今年有望成為各免
稅店銷售額創紀錄的一年。

年輕一代消費繼續升級
內地年輕一代旅遊消費繼續在升

級。中國新聞網等內地媒體日前報
道，旅遊服務平台「飛豬」上月發
佈2018年國慶出遊報告指出，內地
「80後」「90後」的旅遊消費繼續
升級，不但出境目的地更加豐富，
花費上更是毫不手軟。今年黃金
周，從目的地熱度看，日本、泰
國、中國香港依然是最受歡迎的度
假目的地。受土耳其里拉貶值的影
響，今年國慶赴土遊客大增，商品
購買數同比翻了一番。
此外，一些小眾目的地則越來越

潮，去冰島挪威北極光之旅、世界
盃新貴克羅地亞、神秘歐洲免簽國
塞爾維亞，在「飛豬」平台的銷量
增幅均在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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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兩重刑犯偷走獄警服逃脫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經與遼寧省監獄管

理局核實，「十一」期間，遼寧省凌源第三監獄兩名
重犯從監獄逃脫。兩名逃犯此前分別被判死緩、無期
徒刑。昨日，凌源第三監獄發出協查通報，確認了兩
名逃犯的身份信息。同時，對提供線索每抓獲一名罪
犯，獄方將給予10萬元人民幣獎勵。
脫逃罪犯王磊，男，漢族，1985年3月7日出生，
初中文化，家住遼寧省燈塔市沈旦堡鎮前古城子村，
該犯因綁架罪被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緩期二
年執行，2017年12月28日減為無期徒刑，2016年12
月22日調入凌源第三監獄服刑；脫逃罪犯張貴林，
男，漢族，1979年9月18日出生，文盲，家住安徽
省臨泉縣單橋鎮滿莊村，該犯因搶劫罪被浙江省溫州
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無期徒刑，2014年6月12日調
入凌源第三監獄服刑。
據了解，遼寧省凌源第三監獄始建於1952年，地
處朝陽市凌源（縣級市）北郊，東臨長深高速、101
國道和凌源東站，北靠大凌河和凌源鋼鐵企業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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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機關互聯網安全監督檢查規定發佈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公安部日前發佈

《公安機關互聯網安全監督檢查規定》，該規定自
11月1日起施行。
根據規定，公安機關應當根據網絡安全防範需要和

網絡安全風險隱患的具體情況，對互聯網服務提供者
和聯網使用單位開展監督檢查。
公安機關開展監督檢查，可以採取進入營業場所、

機房、工作場所、要求監督檢查對象的負責人或者網
絡安全管理人員對監督檢查事項作出說明、查閱、複
製與互聯網安全監督檢查事項相關的信息、查看網絡
與信息安全保護技術措施運行情況等措施。
規定明確，公安機關在互聯網安全監督檢查中，發

現互聯網服務提供者和聯網使用單位存在網絡安全風
險隱患，應當督促指導其採取措施消除風險隱患，並
在監督檢查記錄上註明；發現有違法行為，但情節輕
微或者未造成後果的，應當責令其限期整改。
互聯網服務提供者和聯網使用單位有違法行為的，

公安機關可以依法予以行政處罰；構成違反治安管理
行為的，依法予以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宣佈，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將出席上海合作組織（上合
組織）成員國政府首腦理事會第十七次
會議並訪問荷蘭等國。
華春瑩介紹，應塔吉克斯坦共和國總
理拉蘇爾佐達、荷蘭王國首相呂特、歐
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歐盟委員會主席
容克和比利時王國首相米歇爾邀請，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將於10月11日至19日
出席在塔吉克斯坦杜尚別舉行的上合組
織成員國政府首腦（總理）理事會第十
七次會議並對塔吉克斯坦和荷蘭進行正
式訪問、出席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的
第十二屆亞歐首腦會議並對比利時進行
工作訪問。
上合組織成員國政府首腦理事會首

次會議於2001年9月14日在哈薩克斯

坦的阿拉木圖舉行，哈薩克斯坦、中
國、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
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六國總理出席會
議。據悉，該會議每年舉行一次，旨
在貫徹落實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
會的精神和決議，研究本組織框架內
發展多邊合作的戰略、前景和優先方
向等。
中國外交部網站發佈的信息顯示，

亞歐首腦會議成立於1996年，每兩年
召開一次，是亞洲和歐洲間重要的跨
區域政府間論壇。該會議旨在通過政
治對話、經濟合作和社會文化交流，
增進了解，加強互信，推動建立亞歐
新型、全面夥伴關係。首屆亞歐首腦
會議在泰國曼谷舉行，來自亞、歐兩
大洲的25國和歐盟委員會的領導人出
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中國社科院近日發佈的《城市藍皮書》指
出，中國部分地區土壤污染嚴重，內地耕地
土壤污染面積達到1.5萬畝、點位超標率高
達19.4%。據稱，中國化肥農藥使用量在全
球處於高位，導致嚴重的土壤污染問題，給
食品安全、土地安全、生態安全造成較大隱

患。從國際上來看，中國化肥年使用量佔世
界的約1/3，相當於美國、印度的總和。
藍皮書援引《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

報》指出，中國內地工礦業廢棄地和農田土
壤環境問題突出，部分土壤污染嚴重。全國
土壤點位超標率達到16.1%，其中耕地土壤
污染面積達到1.5萬畝、中重度污染面積達
到5,000萬畝，點位超標率高達19.4%。總
體來看，長三角、珠三角、東北老工業基地
等地區的土壤污染較為嚴重，中南、西南地
區土壤重金屬超標問題突出，主要重金屬污
染物包括鉛、砷、鎘、汞等，土壤環境狀況
不容樂觀。
課題組指出，由於化肥、農藥等的過量

使用，導致內地農用地土壤污染問題日益凸
顯，農業安全與生態安全面臨重大挑戰。內
地化肥、農藥產銷量巨大，生產和投入總量
都是世界第一。就化肥而言，2016年內地
化肥總使用量為5,984.1萬噸，較21世紀初
增長了44.3%。從國際上來看，中國化肥年
使用量佔世界的約1/3，相當於美國、印度
的總和。就農藥而言，2016年中國農藥使
用量達 174.1 萬噸，較 21 世紀初增長了
36.1%，雖較高峰年2014年有所減少，但總
量仍處相對高位。

進口博覽會進入「臨戰」階段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即將進
入一個月的倒計時周期，昨日上
午，進口博覽會的舉辦場館——
國家會展中心（上海）舉行首次
全要素合成演練，為即將到來的
進口博覽會「綵排」。
隨着中國國際進口博覽局副局

長、國家會展中心（上海）董事
長孫成海一聲令下，中國國際進
口博覽會全要素合成演練昨日正
式開始。距離進口博覽會正式拉
開大幕還剩一個月左右，組織方
希望通過這次演練，全面檢驗進
口博覽會籌備情況，提升服務保
障水平。
本次演練是建立在此前分步演

練、桌面推演等演練基礎之上的
一次合成演練，演練內容是模擬

11月5日當天，以時間軸為序，
進行虹橋國際經貿論壇開幕式及
平行論壇演練，同時還對11月6
日相關會議服務以及現場服務、
館內應急處置進行了演練。
演練內容涵蓋了開幕式當天的

各種環節「走場」，同時，針對
展會期間可能遇到的各種突發情
況進行了逐一演練，如展廳部分
照明突然熄滅、現場觀眾發現有
人暈倒昏迷或公共WIFI信號發
生故障等情況，各相關部門協同
配合，演練平穩進行。
組織方介紹，本次演練希望能

夠檢驗進口博覽會指揮體系的有
效性，提高應急處突能力和綜合
聯動能力，努力打造安全、有
序、高效、專業的國際一流服
務，確保進口博覽會順利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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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首4天內地接待國內遊客逾5億人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記者昨

日從中國文化和旅遊部獲悉，10月1日至4
日內地接待國內遊客5.02億人次，同比增
長8.80%。
綜合中國各地旅遊部門、通訊運營商、

線上旅行服務商上報和提供的數據，經中
國旅遊研究院測算，10月1日至4日內地
接待國內遊客 5.02 億人次，同比增長
8.80%，實現國內旅遊收入4,169億元人民
幣，同比增長8.12%。
節日前四天，內地各地文化和旅遊活動

豐富多彩，人們選擇假日休閑、自駕遊、
文化遊、鄉村遊、民俗遊、親子遊等多種
形式出遊，全域旅遊和優質旅遊發展態勢
凸顯。

節日交通方面，據監測，假期前四天，內
地旅遊城市道路交通壓力增加，多個重點景
區（點）人氣火爆，客流達到峰值，各地景
區和相關部門及時啟動高峰應對機制，旅
遊市場秩序總體良好。比如，海南省從10
月1日起，海口輪渡實行網絡預約過海制
度，緩解節日黃金周車輛無序到港造成的
港口道路及周邊城市道路嚴重擁堵狀況。
為了給遊客營造放心舒心的旅遊環境，

內地官方持續加大市場監管力度，切實維
護遊客合法權益。國慶節前，文化和旅遊
部公佈一批旅遊不文明行為記錄，三名遊
客被列入「黑名單」。與此同時，各地旅
遊部門也推出多項舉措落實誠信體系建
設，倡導文明旅遊。

■10月1日至4日內地接待國內遊客5.02億人次，同比增
長8.80%。圖為遊客在海南三亞國際免稅城內選購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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