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6．．1212暴衝暴衝」」害訪港客量升轉跌害訪港客量升轉跌
上月增幅較5月減逾半 旅發局增宣傳救港聲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歐洲議會
日前舉行緊急會議通過決議，要求香港
特區政府「撤回修例」並「釋放被捕的
示威者」，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昨
日例行記者會上批評，歐洲議會有關決
議罔顧事實，混淆是非，對香港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和中央政府對港政策指手畫
腳、發號施令。
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言人已第一時間就歐
洲議會通過涉港決議向歐方提出嚴正交
涉，要求歐方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預
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更不得為擾亂香
港秩序的暴力違法分子壯膽撐腰。
歐洲議會在香港時間前日有關的決議
案，「促請」香港特區政府「徹底撤回
修例」、立即釋放並撤銷起訴「和平示
威者」、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
方，及要求歐盟各機關「立即採取措
施」，停止向香港出口「可能違反人
權」的人群管制裝備，又「要求」中方
「遵守《中英聯合聲明》」，保障香港
的高度自治及各種權利自由。

耿爽：港事純屬中國內政
在中國外交部昨日例行記者會上，耿爽
在回應傳媒有關提問時重申，香港事務純
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政府、組織、個
人無權干預。歐洲議會有關決議罔顧事
實，混淆是非，對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和中央政府對港政策指手畫腳、發號施
令。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我們已向歐方提出嚴正交涉。」
他強調，歐方應當切實尊重中國的主
權，尊重基本事實，「不得以任何形式
干預香港事務，更不得為一些擾亂香港
秩序的暴力違法分子壯膽撐腰，否則只
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駐歐盟使團批偽善亂港法治
新華社昨日報道，中國駐歐盟使團發
言人18日就歐洲議會通過涉港決議回答
記者提問時表示，使團已第一時間向歐
方提出嚴正交涉，要求歐方立即停止以
任何形式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更
不得為擾亂香港秩序的暴力違法分子壯

膽撐腰。
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言人表示，香港是

中國的香港，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
歐洲議會罔顧事實，混淆是非，且不顧
中方勸阻，執意通過關於香港形勢的所
謂決議，對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和中
央政府對港政策指手畫腳、發號施令，
甚至要求特區政府放棄依法追究肇事者
責任，暴露了其無知、偏見和虛偽的
「雙重標準」。這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
干涉，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
對。中國駐歐盟使團已第一時間向歐方
提出嚴正交涉，要求歐方立即停止以任
何形式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更不
得為擾亂香港秩序的暴力違法分子壯膽
撐腰。
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言人表示，需要指

出的是，新一屆歐洲議會剛剛選舉產
生，中歐關係面臨新的發展機遇。歐洲
議會通過上述決議，對外釋放了明顯錯
誤信號。中方敦促歐方恪守其重視中歐
關係的承諾，以實際行動同中方相向而
行，維護中歐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
歐洲議會前日通過議案，「促請」
特區政府撤回修例，「撤回」對
「和平示威者」的指控，等等。議
案發起人聲稱議案的目的是與香港
反對派「展現」歐洲的「團結姿
態」，間接證明香港反對派一直與
外國勢力勾結亂港。
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昨日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歐
洲議會用雙重標準，對香港進行
政治欺凌，並呼籲市民站在正義
的一方。
歐洲議會德國綠黨籍議員、對華

關係小組副主席布迪克費爾（Re-
inhard Butikofe）是有關議案的發
起人之一，他在接受《德國之聲》
採訪時聲稱，《中英聯合聲明》依
然有效，因此香港事務「並非中國
內政」，而議案的主要目的是向香
港的「民主派人士」展現歐洲的
「團結姿態」，及向特區政府表明
「國際社會」支持香港的「民主運
動」。

政界批縱暴侵國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批評，香港反

對派與歐洲議會「一個鼻孔出氣」，證明
了反對派對「一國兩制」持反對態度，並
強調不能繼續將外部勢力引入香港，否則
國家安全一定會受到威脅，不利於香港的
發展，如果香港因此在任何方面產生倒
退，反對派就是千古罪人。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洪為民指出，外國勢

力與香港反對派「同聲同氣」，為此而違反互
不干涉內政向來是國際交往的準則，而歐
洲議會更完全是雙重標準，歐洲許多國家
都和其他國家和地區簽訂了引渡/移交條
例，「如果示威者採用暴力手段，一定會
嚴格執法，為何香港做一樣的事就不行
呢？」
洪為民呼籲香港市民可以應該理性選

擇，永遠站在正義的一邊，想清楚自己想
要一個怎樣的香港，擱置爭議、共同發
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張俊勇狠批香港的反

對派是香港的「新漢奸」，強調香港人要
自己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而非依靠外部
勢力來「表達意見」，並要求他們反省自
己為了達到政治目標的所作所為。
他強調，特區政府毋須理會歐洲議會的

意見，香港也不會被反對派的行動「嚇
倒」，更不會受制於外國勢力的政治欺
凌。

中方嚴正交涉 促歐勿干港務

旅發局最新數據顯示，今年
首6個月，整體訪港旅客

共 3,487 萬人次，按年上升
13.9%，其中內地旅客上升
16.4%，短途旅客也有8.9%升
幅；過夜旅客就有 1,492 萬人
次，上升7.7%，其中內地過夜
旅客有11%增長，短途過夜旅客
則增加3.1%。

暴行挫來港意慾
整體訪港旅客數量錄得不俗的
升幅，全歸功於1至5月大批旅客
經新落成通車的港珠澳大橋及高
鐵訪港，其中3月及5月分別錄得
高達 17.3%及 19.5%的按年升
幅。總人口僅約66萬的澳門，於
首6個月已有69.5萬人次訪港，
即平均每名澳門人來港逾一次。
香港旅遊業今年開了一個好
局，惟踏入6月形勢大逆轉，全
個6月的整體訪港旅客雖錄得514
萬人次，仍有上升，但升幅已收
窄至僅8.5%，比5月的19.5%升
幅大減逾一半。
值得留意的是，6月的訪港旅

客中，內地旅客佔約70%，有
398萬人次，按年上升10.1%。但
拆細6月每5日的旅客量，就會發
現6月1至10日整體旅客量仍有
9.9%至28.2%升幅，但6月12日
及16日發生兩次大型暴力衝擊事
件後，整體訪客量不升反跌4.3%

及1.3%，內地訪客人次分別按年
下跌3.6%及2.5%，明顯反映暴力
衝擊活動已嚴重打擊旅客的來港
意慾。

惡果一兩月後浮現
旅發局總幹事劉鎮漢認為，初
步數字仍未能完全反映暴力衝擊
活動帶來的影響，他相信事件對
南中國地區的旅客影響較大，
「因為他們較快收到消息知道香
港最新狀況，當有大型示威活動
舉行，便會取消行程。至於較長
途的內地客，由於好多都一早預
訂酒店，加上未必知香港情況，
故未見大量取消行程的情況。」
他坦言，難以評估未來數月訪
港旅客數字的走勢，但若暴力衝
擊活動持續，對旅遊業的影響預
計會在未來一兩個月浮現，事實
上他們已留意到，本港酒店及機
票於暑假期間的預訂情況有所放
緩，料下月及9月的訪港客量將
更具挑戰性。旅發局將着力對外
宣傳香港仍是安全的地方，防止
旅客誤以為香港「成日都咁
亂」。
對於有團體下周在紅磡及土瓜
灣發起針對旅客的遊行，旅發局
主席彭耀佳表示，旅議會將會協
調旅行團，避開示威高峰，以防
旅客受滋擾，影響本港旅遊業聲
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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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文森）
根據旅發局的數據顯示，在暴力衝擊發生
前，香港旅遊業本已「旺丁不旺財」，如
今再爆發暴力衝擊便丁財兩危。今年首
季，整體旅客消費額錄得336億元，較去
年同期下跌6.4%，其中過夜內地旅客人
均消費為6,219港元，按年下跌18.5%，
而內地旅客在購物方面的消費額更下跌
26%，是眾多消費項目中跌幅最大，反映
內地旅客的消費意慾疲弱。立法會旅遊界
議員姚思榮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估
計，隨着近期連串示威及暴力衝擊，將導
致更多旅客不敢來港，下半年對旅遊及零
售業的影響將更明顯。
旅遊發展局總幹事劉鎮漢昨日表示，內

地旅客消費力回軟，主因是受中美貿易戰
陰霾困擾，加上現今的網購業務蓬勃，不
少旅客毋須親自來港也能買到心頭好，但
最致命是人民幣貶值，「港元強勢，人民幣
兌港元唔划算，變相內地旅客來港消費就
覺得買嘢無以前咁抵。加上一些高消費力
的商務內地客也減少來港，更拉低數據。」
扣除人民幣兌港元匯價按年下跌約6%

後，今年首季內地過夜旅客的人均消費額
為6,584元，仍然較去年同期的7,634元
下跌13%。
姚思榮分析，此前內地客來港消費，購

買的物品當中，不少是幫別人買或用作送

禮，因此數量及金額均較大，但如今來港
愈來愈方便，代購情況減少；加上中美貿
易戰影響下，消費變得謹慎；而內地網購
的興起，亦令內地人未必需要特地來港購
物。
他續說，今年上半年與去年同期相比，

香港多了高鐵及港珠澳大橋兩大基建，縱
使訪港旅客錄得20%增長也屬正常，實際
卻只有13.5%，近月更放緩至只錄得單位
數單月增長。

導遊先當災 7月料全行瀨嘢
姚思榮指出，經常舉行示威的灣仔、銅

鑼灣及金鐘等是旅遊旺區，不少店舖均要
制定措施，以防有人搗亂及衝擊店舖，
「店舖擔心一定有，但現階段無乜可以做
到，只能觀望，希望示威者能和平理性地
表達意見，不要再發生激烈衝突甚至流血
事件，否則旅客一定不來。」目前，業界
以導遊最受影響，因不少旅行社均接獲不
少入境團延遲來港甚至取消行程，直接令
導遊的收入減少。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表示，如果把6月與

5月份的數字相比，訪港旅客按月減少78
萬人次，其中內地訪客少74萬人次，下
跌 15.7 ％，跌幅明顯，並相信有關的滯
後數據未反映最新情況，「7月的數據或
會持續惡化。」

按月「趕客」78萬
不息亂丁財兩危

■暴民自6月12日騷亂起，定期到旅遊區騷擾商戶
及旅客，大大打擊旅客來港意慾。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文文

森森））近月香港爆發連場暴力衝近月香港爆發連場暴力衝

擊擊，，對旅遊業的影響已逐步浮對旅遊業的影響已逐步浮

現現。。香港旅遊發展局昨日公佈香港旅遊發展局昨日公佈

的最新數據顯示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首今年首55個個

月整體訪港旅客量的增幅凌月整體訪港旅客量的增幅凌

厲厲，，但踏入但踏入66月整體旅客量增月整體旅客量增

幅僅幅僅 88..55%%，，較較 55 月減少逾月減少逾

半半；；拆細拆細66月的客量更發現月的客量更發現，，

66．．1212暴力衝擊後暴力衝擊後，，旅客量由旅客量由

升升 2828..22%%「「轉盈為虧轉盈為虧」」倒跌倒跌

44..33%%。。旅發局展望旅發局展望，，暑假及暑假及

下半年的旅遊業面臨重大挑下半年的旅遊業面臨重大挑

戰戰，，該局將重點對外宣傳香港該局將重點對外宣傳香港

仍是安全的地方仍是安全的地方。。

今年首季內地今年首季內地
過夜旅客人均消費過夜旅客人均消費

消費類別消費類別 人均消費人均消費 按年變按年變化化

酒店住宿酒店住宿 $$11,,063063 ++22..33%%

購物購物 $$33,,647647 --2626%%

餐飲餐飲 $$867867 --77..66%%

娛樂娛樂 $$241241 ++55..66%%

其他其他 $$402402 --1919..44%%

整體整體 $$66,,219219 --1818..55%%

註註：：人均消費以四捨五入計算人均消費以四捨五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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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6 月
12 日在金鐘
發生暴力衝
擊；7月1日
立法會被暴徒
大肆破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