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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要求：
■ 大專或以上學歷
■ 中英文良好，能操廣東話、英語及普通話
■ 熟悉時事，對政治/社會議題有興趣
■ 具備潮流和話題的觸覺
■ 工作主動積極、性格外向，良好的溝通和團隊協作能力
■ 分析、表達能力強
■ 具備新媒體編採能力
■ 懂中文輸入法及攝影
■ 需夜班及不定時工作
■ 有相關經驗者優先
■ 高級職位需三年或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工作內容
記者：
■ 新聞採訪、人物訪問、專題採訪
■ 撰寫稿件
■ 有需要時須自行攝影及攝錄

編輯
■ 綜合、改寫、審閱稿件
■ 選取新聞圖片
■ 為稿件起標題及小題
■ 畫版，安排圖片及稿件位置

有意應徵者請提供個人簡歷，發送至電郵
hknewswenweipo@gmail.com，郵件標題註明應聘職位，及
附上兩篇親自撰寫的報道或文章。合即約見。
#申請者所提供資料將予保密及只用作招聘有關職位用途

誠聘港聞記者及編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去年
12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較2017年同期
微升0.1%，比11月份的1.4%大幅收窄。
政府認為，反映消費情緒審慎，相信受
全球經濟增長減慢 ，和中美貿易摩擦不
確定性影響有關。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指，若今年中美貿易戰前景持續不明，
本地經濟將繼續受到影響，預料今年全
年零售銷貨總值只有微單位數升幅，應
約低於5%。有經濟師則分析，本月股市
樓市回穩，預計零售數據會回升。
政府統計處昨日公佈，本港去年全年

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約為4,852億元，較
2017年按年上升8.8%，而總銷貨數量亦
上升7.6%。不過，去年12月的零售業數
據與全年表現則有很大差距，12月零售
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為449億元，較
2017年同期微升0.1%，升幅較去年11月
的1.4%大幅放緩。
按零售商主要貨品類別分析，上月百

貨公司貨品的銷貨價值較2017年同期上
升4.9%，其次為超級市場貨品，其銷貨
價值上升 2.4%；藥物及化妝品上升
6.9%；食品、酒類飲品及煙草上升
1.0%；其他未分類消費品上升9.4%。至
於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物上月的銷
貨價值，與 2017 年同月比較下則跌
4.9%；其次為服裝銷貨價值下跌0.3%；
以及電器及其他未分類耐用消費品的跌
副更加大，有15.2%。
政府發言人指出，去年上半年零售業

表現強勁增長，帶動了全年零售業銷貨
價值增長，但去年12月零售業銷售則進
一步轉弱，以銷貨價值計與一年前比較

幾乎沒有變動，反映消費情緒審慎，相
信受全球經濟增長減慢和中美貿易摩擦
不確定性影響，短期內零售業銷售表現
將繼續受制於審慎的消費情緒。

指貿戰減內地客消費意慾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邱安儀在昨

日的電話會議上稱，去年全年零售銷售
值升8.8%，主要由上半年有雙位數升幅
所致。
她認為，中美貿易戰前景不明朗及人

民幣貶值，減低內地旅客的消費意慾，
加上本港股市及樓市受到外圍環境影
響，情況不穩定，影響本地消費情緒，
尤其對珠寶首飾等中高價產品造成負面
影響。
謝邱安儀並指，兩大基建高鐵及港珠

澳大橋開通數個月，訪港內地客雖有上
升，但大部分是即日來回旅客，其消費
力集中於藥品及化妝品等日常用品，而

過夜客則較會購買中高價產品如珠寶及
鐘錶等，近月可見中高價產品的消費
力，已轉移至低價產品。
她說，今年農曆新年較去年提早一個

星期，由於農曆新年購買力會在節日前
浮現，在節日效應帶動下，料本月零售
銷售會稍為回暖，錄得輕微增長，但若
將1月及2月的數據拉勻計算，預料銷情
仍會平淡，又指若中美貿易戰前景持續
不明，本地經濟將繼續受到影響，預料
今年全年零售銷貨總值只有微單位數升
幅，應約低於5%。
交通銀行香港分行首席經濟及策略師

羅家聰則認為，零售數據主要受到本地
巿道影響，去年12月零售業總銷貨微升
0.1%，主要由於去年12月股巿大跌及樓
巿表現較差，巿道不景氣氛差影響本港
消費情緒，令巿民購買意慾大減。
他指本月樓巿及股巿回穩，預計零售

業數據亦會回升。

零售業料今年銷貨價值升幅不足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繆健詩）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昨

日舉行2019年春茗酒會，特派員謝鋒致辭指，國家外交是包括700

多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外交，並讚揚廣大香港同胞是

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維護者、是中外人文交流的促進者、是國

家互利共贏開放戰略的踐行者、是國家參與全球治理的貢獻者。他

期望更多香港同胞與駐港公署同行，共同譜寫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

外交的嶄新篇章。

「國家外交為香港保駕護
航，香港為國家外交增光添
彩。」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
署昨日特別向前律政司司長
梁愛詩、恒隆集團董事長陳

啟宗、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劉遵義、香港中
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4名香港傑出代表頒
發「外交之友」獎，以表彰他們長期以來
為國家外交和涉港外交作出傑出貢獻。

這是公署成立以來首次頒發此榮譽獎
項。在頒獎儀式上，謝鋒特派員陪同全國
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梁振英，特首林鄭月
娥，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分別為4位「外交
之友」頒獎。

謝鋒讚4人是優秀「民間大使」
謝鋒讚揚梁愛詩、陳啟宗、劉遵義、蔡

冠深4人都是優秀的「民間大使」。

謝鋒說：「他們都是各自領域德高望重
的領軍人物，具有世界眼光、擅長溝通交
流，是優秀的『民間大使』；他們都長期
關心支持國家外交，為促進國家利益、提
升國家形象、促進中外交流與合作作出了
突出貢獻；他們也都是公署的好朋友，好
夥伴，給予公署工作寶貴的支持和幫
助。」
蔡冠深表示，對獲獎感到非常榮幸，這

是對他多年來致力推動民間外交的一個很
大肯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繆健詩

4「港傑」膺「外交之友」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梁振英，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

主任王志民，駐港部隊政委蔡永中，以
及來自中央駐港機構、香港特區政府、
香港各界和外國駐港領事館代表歡聚在
外交部駐港公署，同賀新春，氣氛歡快
喜慶。
酒會上播放公署視頻短片。謝鋒表
示，「回顧共同走過的2018年，每一張
照片都是我們攜手同行的見證，每一個
片段都是大家精彩難忘的回憶。」
他說，2018是很不平凡的一年。變亂
交織的世界充滿不確定性，上演着百年
未有之大變局。
改革開放的中國從容應對各種挑戰，
在新時代征程上昂首前行。風清氣正的
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續寫着
「一國兩制」的成功故事。

建設「帶路」新階 穩定大國關係
──這一年，面對國際形勢風雲變

幻，在習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國特
色大國外交砥礪前行，四大主場外交彰
顯新氣象，建設「一帶一路」開啟新階
段，穩定大國關係展現新作為，經略周
邊環境實現新突破，引領全球治理體現
新擔當，維護國家利益取得新進展。
──這一年，外交公署不忘初心、牢
記使命，為國家效力、為特區服務、與
港人同行。我們與特區同胞一道，堅定
守護「一國」之基，旗幟鮮明與各種外
部干預勢力和行為作鬥爭，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

助力「帶路」灣區融入大局
謝鋒指出，公署運用外交資源，結合
各方所長，以服務特區擴大對外交往合
作為己任，以舉辦三方合作推介會、對
接會為平台，以印尼、緬甸、泰國等東
盟國家為重點，助力特區參與「一帶一
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同時，去年舉辦紀念改革開放
40周年大型國際研討會，邀請國際政要
和專家學者齊聚香港，通過香港平台，
國際表達，向世界講述中國改革開放、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和「一國兩制」的成
功故事，為新時代改革開放建言獻策，
為香港再創輝煌加油鼓勁，為促進中國

與世界良性互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貢獻力量。
他重申，公署踐行「外交為民」，深
入特區政府部門、學校、業界、社區開
展預防性領保宣介，發佈領保動漫視
頻，參與處理800多起涉港領事保護案
件，在北海道地震、塞班島颱風等緊急
時刻雪中送炭，在香港同胞遭受意外時
挺身而出。

推港青赴國際組織工作
此外，公署以香港青年為友，精心打
造「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舉辦面向
香港青少年學生的專題公署開放日，開
展「外交進校園」、「國際法進校
園」、「外交之友」夏令營活動，協助
51批 700多名香港青少年赴「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學習參訪。
下一步，公署還將與特區各界一道，
積極推動香港各領域青年才俊赴聯合國
等國際組織工作，為他們發揮所長、服
務國家開闢新空間。
他強調，國家外交是包括700多萬香

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外交。香
港同胞心繫民族復興，情牽祖國發展，
始終與國家外交風雨同行。廣大香港同
胞是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維護者。
在涉及國家領土主權、民族尊嚴等大是
大非問題上，始終堅定地與國家站在一
起，體現了中華兒女的情懷與擔當。
廣大香港同胞還是中外人文交流的促

進者，發揮了香港匯聚東西、溝通中外
的優勢，在促進文化交流、文明互鑒、
民心相通方面發揮了獨特作用。
謝鋒表示，今年將迎來祖國70周年華

誕。70年風雨兼程，國家前所未有地走
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前所未有地
具有實現這個目標的能力和信心。
外交肩負着為民族復興營造良好外

部環境、為人類和平發展作出更大貢
獻的歷史使命。我們希望更多香港同
胞特別是青年朋友加入「外交之友」
隊伍，以服務國家為榮，與國家外交
為伴，與駐港公署同行，把愛國愛港
愛外交的「外交之友」精神薪火相
傳，共同譜寫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
交的嶄新篇章。

 &

■ 董 建 華
（左）與謝鋒
頒獎予梁愛
詩（中）。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 梁 振 英
(左)與謝鋒
頒獎予陳啟
宗(中)。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林鄭月娥
(左)與謝鋒
頒獎予劉遵
義(中)。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 王 志 民
(左)與謝鋒
頒獎予蔡冠
深(中)。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外交部駐港公署舉行2109年春茗酒會暨「外交之友」頒獎儀式，賓主一同祝酒。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政府統計
處公佈，去
年12月香港
零售業總銷
貨價值的臨
時 估 計 為
449 億元，
按 年 微 升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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