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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亂惹恐慌 10%內地客退團
原本受惠高鐵大橋勢頭勁 6月中以來訪港量即插水

香港文匯報訊 就7月1日有激進
示威者衝擊立法會，更大肆破壞立
法會內的設施，香港海關多個工會
昨日發表題為《反對暴力、嚴正執
法》的聯署信，對此表示極度遺
憾，並予以強烈譴責。
參與聯署的包括海關高級官員

協會、海關關員工會、海關人員

總會、及海關退休人員協會。信
中指出，這種大肆破壞的暴力行
為，嚴重影響香港社會秩序，是
明目張膽挑戰香港法治。
參與聯署工會表明堅決反對這

種暴力行為，並支持警隊嚴正執
法，將違法者繩之以法，維護香
港繁榮穩定。

多個海關工會聯署反暴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九龍西潮人聯
會近日先後到油麻地警署、長沙灣警署慰問警
察，該會強烈譴責示威者連日來目無法紀的暴
力行為，特別是7月1日衝擊立法會大樓的暴
徒行徑令人髮指，並強調支持警隊嚴正執法，
以維護法紀和社會安寧。

九龍西潮人聯會會長潘陳愛菁帶同多位會員
走訪多個警署，向警員送上鮮花、水果以表慰
問和關心。
潘陳愛菁表示，香港是我們安居樂業的家，

但近日連串示威已為香港經濟社會帶來了嚴重
的衝擊和破壞，並強調絕不接受任何暴力行

為，呼籲市民齊心譴責暴力，並以理性和平守
護香港。
她續說，每位警員都有自己的家庭，但在連
串示威中，警員每更工作12小時至14小時，
她對警員的專業表現表示讚賞，同時支持警隊
嚴正執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因
應反修例示威造成暴力衝突升
級，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及教育
大學校長張仁良昨日分別發信
指，對情況感到憂心及痛心。他
們指，暴力行為不能容忍，對立
無助解決當前困局，期盼各方重
建理性溝通橋樑，以接納代替對
立，令香港能重新出發。
鄭國漢在信中表示，他對近日
社會衝突及示威者暴力衝擊立法
會大樓的事件感到非常憂心。各
界對社會議題有不同意見，但必
須堅守以和平、理性和文明的方
式表達，不能容忍任何暴力行
為。
他期盼各方放下成見重建理性

溝通橋樑，以對話和談判化解當

前困局及解決深層社會矛盾，並
衷心希望嶺大學生能堅持獨立思
考、慎思明辨， 採用和平、理性
和文明的方式表達意見，以社會
福祉為依歸。
張仁良在信中亦對當前香港社

會出現的撕裂感到痛心，而持續
的衝擊、暴力和對立無助解決當
前困局，亦不能迴避背後的社會
矛盾以及成因。在衝突過後，各
方應冷靜下來，沉澱整理，反思
香港未來的前路。
他呼籲各界平心靜氣對話，以
理性及彼此尊重方式開展溝通。
他建議政府應採取主動，誠意聆
聽市民訴求和心聲，以香港長遠
福祉為依歸，並深盼香港可以重
新出發，以接納代替對立。

鄭國漢：暴力零容忍
張仁良：無助解困局

九西潮聯赴兩警署慰問支持執法

■九龍西潮人聯會到油麻地警署為警員打氣。 ■九龍西潮人聯會到長沙灣警署慰問警員。

姚思榮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自從高鐵香港段及港珠

澳大橋相繼開通後，訪港旅客持續上
升，6月上半月升幅凌厲，惟一連串激
烈的示威行動令旅客對訪港採取觀望態
度，以致6月下半月出現跌幅，尤以東
南亞訪港團最明顯，最少跌 20%至
30%。6月份的酒店入住率亦跌5%至
10%，衝擊事件高發地金鐘及灣仔的酒
店首當其衝，跌幅更大。

姚思榮：過夜客不樂觀
他指出，7月1日衝擊立法會大樓的場
面比以往更激烈，相信不少旅客目擊後
更不願來港，估計整個7月的下跌趨勢
或更明顯，「個人遊旅客的信心復甦程
度或比較快，但東南亞或長途旅客因需
時安排行程，因此7月份過夜及商務旅
客的數字並不樂觀。」
姚思榮希望再無其他類似衝擊事件，
以及騷擾旅客的事件發生，否則將令旅
遊連帶相關的飲食、物流與運輸等行業

有嚴重影響。

張樂怡盼旅發局增宣傳
香港旅遊業議會總幹事陳張樂怡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根據旅議會
登記數字，6月平均每日有188個訪港內
地團，按年增長23%；本月1日及2日
則每日各有160團，回復至去年同期的
水平。
不過，她認為，若香港混亂局勢持

續，訪港旅客數字勢必減少，「已有業
界反映，不少旅客從新聞報道得悉事件
後均查詢香港的情況，部分人更因擔心
會有安全問題，取消來港行程。」
陳張樂怡表示，業界已努力告知旅

客，示威行動只影響局部地區，來港旅
遊仍然十分安全，並建議旅遊發展局多
向外地發放有關香港的正面訊息，以解
除旅客的疑慮，也期望事件可盡快解
決，以免對香港旅遊業造成太大影響。
工聯會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總幹事林

志挺亦指，由於不少訪港旅行團早已安

排好行程，因此個人遊的影響較大，但
亦有內地旅行社反映，不少團員認為香
港的情況「唔係幾對路」，需再考慮是
否來港旅遊，約10%更索性退團，「現
時來港旅遊這麼方便，他們若不是急於
來港，自然會睇定啲再算。」

林志挺料酒店不敢加價
在個人遊方面，林志挺指由於他們來

港更方便，且不少也是透過互聯網預訂
酒店，毋須預先付費，取消行程的成本
很低，「若情況持續，酒店於暑期也不
敢加價了。」
他續說，不少會員均反映近日銅鑼

灣、灣仔等旺區的旅客明顯減少，「例
如化妝品店及食肆的生意最能反映跌
幅」；甚至有原本入住金鐘一帶酒店的
旅客也即時搬酒店以免遭受波及，「來
香港玩是求開心，安全最重要，希望擾
亂秩序的情況勿再持續下去！」

崔定邦：暑假恐零增長
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表示，
原本預計本月及下月暑假旺季，內地旅
客數量可按年升20%，惟香港接連出現
嚴重示威活動，近期旅行社接到欲前往
香港旅遊的查詢已大減，估計今年暑假
將會「零增長」，甚至出現下跌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連場暴
力衝擊事件，不但嚇怕旅客，展覽業也受
到影響。因應示威者早前預先張揚會搞亂
灣仔金紫荊廣場的七一升旗儀式，政府決
定在6月30日全面封鎖會展一帶，會展兩
個展覽會要提前一日煞科，逾300個參展
商受影響，估計每個展商的租金及生意損
失約10萬元。

每個展商損失約10萬
受影響的兩個展覽包括「優質寵物用
品 展 2019」 及 「 香 港 家 居 博 覽
In-Home Expo 2019」，活動原訂 6月
30日閉幕，最後被腰斬，提前一天結
束，共逾300個參展商受影響。有商會
估計生意額連同租金，每個參展商損失
約10萬元。

兩個展覽的主辦單位代表、民政事務
總署、會展管理方、貿發局及參展商昨日
舉行會議，商討有關的善後安排。主辦單
位發言人黃大鈞透露，在45分鐘的會議
中，民政事務總署官員向參展商表示歉
意，政府會盡力跟進，並會製作一份表
格，讓參展商填報損失，包括場地租金、
搭建費用、人工、宣傳費等估算：「署方
無承諾會作出賠償，但我們歡迎政府行出
這一步。」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回覆指，與兩個展覽的主辦機構一直保持
聯絡，並按場地租賃合約商討及處理，以
及聯絡政府部門安排會面商討。
民政事務總署回應指，昨日的會議是

應主辦單位要求召開，會面屬閉門性質，
會議內容不便透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高
俊威）反對派示威者繼日前衝入立
法會大樓內肆意破壞後，近日有人
在網上發起到尖沙咀旅遊區一帶示
威，明顯是欲透過騷擾旅客之行
徑，進一步禍亂香港。工聯會香港
旅遊聯業工會聯會昨日發聲明，呼
籲示威者和平理性表達訴求，勿擾
旅客，並指「倒米」非香港之福。
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亦警
告示威者不要將遊客當作示威目
標。
有關尖沙咀遊行的帖文稱，是次

遊行主題為「九龍區大遊行 香港
人，就是香港最美的景點」，鼓動
於7月7日下午3時在梳士巴利花園
集合，經海旁及廣東道前往西九龍
高鐵站集會，「雖然大家經過七一
覺得好攰，但喺（係）我地（哋）
更加唔可以停，只可以咩方法未試
過都試下（吓），……要開啟自由
行（個人遊）旅客呢一條戰線。」

旅業工會憂暴衝突
香港旅遊聯業工會聯會在昨日聲

明中指出，尖沙咀一帶是香港著名
旅遊區，是各國遊客必到之處，也
是市民休閒購物的熱點，而且道路
狹窄，在該處遊行示威會對市民、
遊客及商戶造成直接影響，也會癱
瘓交通及高鐵站運作；若有暴力衝
突更易傷及無辜，該會對在該處示
威表示擔憂和反對。
聯會指出，近期一系列的暴力衝

擊行為已嚴重影響香港社會安寧，
令世界各地遊客對香港旅遊安全感
到擔心，以致紛紛終止行程或改變
旅遊目的地；到港遊客的行程也因
景點封閉及交通改道受到影響，事
件已導致訪港旅客減少、酒店預訂
取消、零售生意減退及食肆生意減
少等，對香港旅遊業及相關行業造
成即時影響。

聲明續指，香港一直以來社會安寧，市民遵
法守法理性包容，該會希望示威者和平理性表
達訴求，切勿肆意破壞香港社會安寧及國際聲
譽，打擊旅遊業及香港經濟，損害打工仔的利
益，「願市民同心，共同維護香港的社會安
寧。」

崔定邦促勿搞旅客
崔定邦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尖沙咀的

星光大道、廣東道等都是遊客的熱門景點與購物
點，示威行動將阻礙內地以至外國旅客的行程，
對香港旅遊業造成不良影響，更擔心示威者會與
旅客產生衝突，「不要將遊客當成示威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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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一直積
極推動經濟發展，
以保持香港的競爭
優勢，並透過金融
服務、旅遊、貿易

及物流，以及專業及工商業支援
服務四大「火車頭」，帶動經濟
發展，創造就業機會，是香港經
濟動力所在。
根據政府統計處今年5月發表

的數據顯示，2017年全港有逾
382萬名打工仔，該四個主要行
業佔178萬人（46%），旅遊業
就佔25.7萬人，僱員數目佔總就
業人數的6.7%。
統計處上月發表的行業僱員人

數統計，今年3月私人市場與旅

遊相關的零售業有逾27.2萬名僱
員，餐飲服務業亦有25.1萬名僱
員，旅遊及相關行業的從業員近
80萬人。
根據5月統計處的數據顯示，4

個主要行業於2017年為香港經濟
帶來14,566億元增加價值，佔同
年本地生產總值的57.1%。若單
計旅遊業（包括入境及外訪旅
遊），2017 年亦為香港帶來
1,142億元增加價值，佔本地生產
總值4.5%。
根據世界旅遊業理事會推算，

旅遊業對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間
接貢獻比例高達16.8%。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四大產業 旅遊佔一
2�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高俊威）反對派近日發起的一連串

暴力衝擊事件，不單令立法會大樓遭受嚴重破壞，也令香港社會秩

序大亂，旅客敬而遠之。入境旅行團原本在6月初勢頭強勁，單是

內地團已錄得23%的按年升幅，惟6月中急轉直下，7月內地團數

量更幾近零增長。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透露，東南亞訪港團的

跌幅更多達30%以上，若情況持續，整個7月的跌幅會更勁。有旅

遊業界表示，近日愈來愈多內地旅客擔心香港的情況而考慮暫緩訪

港，約10%更索性退團。

「塞爆金紫荊」累大批展商慘蝕

■2012年，尖沙咀曾發生針對內地客及名店的示威活動。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針對香港
「七一」發生的暴力衝擊立法會事件，央視
昨晚再發快評《愛國愛港是正道》指出，部
分激進分子衝擊立法會的暴力事件，讓香港
民眾再一次看清了那些反對派的真正面目，
也更加明白一個道理：維護公平正義、繁榮

穩定是香港之福，暴力亂港、挾洋自重是香
港之禍。
快評說，當今世界，凡是經歷過「顏色革
命」的地方，留下的都是生靈塗炭、一蹶不
振。那些所謂的「民主改造計劃」不僅沒有
成功，最終往往演變成受害國家或地區的政

治分裂、流血衝突，災難與創傷久久難以癒
合。「這些活生生的事例值得全體港人引以
為鑒。」
評論強調，國家的強盛是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的最有力支撐，「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
法是香港民主與法治的最可靠保障，與祖國
人民共享國家發展成果、共擔維護統一大
義、共迎民族偉大復興是香港同胞的最崇高
選擇。愛國愛港才是正道。

央視快評：愛國愛港是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