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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酒店平均漲幅16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昨日，國慶長假短途出遊
迎來首個高峰。嶺南控股廣之旅方面透露，繼首日出境遊、長線遊高
峰過後，第二日粵港澳周邊遊的人數佔比超過五成，其中，珠澳遊受
捧催熱澳門旅業，國慶期間澳門酒店平均漲幅至 165%。此外，新中
國成立 70 周年的國慶假期裡，「紅色旅遊」成為周邊遊的亮眼之星，
報名人數同比猛增 200%以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橫跨今年國慶長
假的澳門國際煙花節以及澳門回歸20
周年等慶典活動對澳門旅遊帶動明顯，澳門
酒店房價在國慶節假期前5日一直居高不下，
與平日相比漲幅高達165%。

房價升至全年最高
廣之旅粵港澳遊總部常務副總經理蘇
穎珊表示，為避開國慶首日的出遊高峰以
及後段的返程高峰，不少選擇 1 至 3 天短
途周邊遊的民眾更傾向集中在 2 日至 4 日
出遊。這期間的一日遊或者澳珠聯線 2 天
至 3 天（住珠海市區酒店）線路目前收客
火爆，為了滿足市民隨時成行的便利，旅
行社更推出「今天報名，明天出發」的便
民出遊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多個旅行 App 訂房
界面查詢發現，位於澳門中心、距離大三
巴牌坊步行 10 分鐘路程的超豪華酒店十
六浦索菲特大酒店，高級大床房平日價為
700 元（人民幣，下同）/晚，國慶期間
上漲至 1,749 元/晚，漲幅達 150%；澳門
新濠影匯酒店，經典景觀房平日價為 940
元/晚，國慶黃金周升至全年最高位3,002
元/晚，漲幅高達219%。
蘇穎珊表示，高位房價將持續至澳門
國際煙花節結束（10 月 5 日），預計 6 日

起將逐漸回落，黃金周結束將降至平日水
平。目前廣之旅上架的珠澳「聯線遊」或
「1天遊」2種方式，豐儉由人。

紅色旅遊猛增 200%
廣州市民王先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今年國慶長假未遠遊，恰逢有內地省
份的朋友前來廣州遊玩，便把自己的出遊
計劃延遲到國慶假中期。王先生透露，自
己和朋友們計劃三天兩晚的「珠澳遊」，
已預定珠海某星級酒店景觀房，能更好觀
看澳門煙花表演。也準備在澳門住一晚，
雖然兩地酒店價格較往常上漲了近
50%，但假期出行已算「住有所值」。
除此之外，「紅色旅遊」也成為今年
國慶期間周邊遊的亮眼之星。廣之旅表
示，從目前國慶黃金周的收客數據來看，
報名人數同比猛增 200%以上。蘇穎珊告
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過往周邊「紅色旅
遊」主要圍繞着廣東省內革命歷史軌跡，
近年來增加了更多「時尚元素」，掀起了
年輕人「紅色旅遊」熱。如重走東江縱隊
抗日游擊根據地之一的大埔圍村，「增城
2 天」紅色旅遊線路，就增加了年輕人喜
愛的「工業文化」復古時尚元素，契合年
輕人紅色旅遊和時尚休閒旅遊相結合的出
■昨日，是國慶長假第二天，澳門著名景點大三巴牌坊、議事亭前地遊人如織。
行需求。

新華社

港澳導遊橫琴執業國慶首發
港澳導遊及領隊橫琴執業
在
國慶「黃金周」順利首
&
發。首批領取「橫琴新區專
用導遊證」的澳門導遊區詠
鳳，1 日帶「澳門橫琴首發團」體驗琴澳
一日聯遊的同時，香港導遊張凱琪帶隊的
50 人珠海十小四年級研學團亦成行，這也
是港澳導遊及領隊可在珠海市橫琴新區執
業政策落地後，完全由港澳導遊帶隊的旅
行團。業界專家稱，該新政成功落地可望
起到「以點帶面」作用，加快推動粵港澳
職業資格互認和創新人才的深度融合。
據了解，首發團由來自菲律賓、葡萄
牙、印度的 23 名團友組成，行程由澳門
青旅集團旗下澳門青年旅行社、珠海驢媽
媽國際旅行社為「十一」黃金周的國際遊
客量身定製，以觀光體驗為主。1 日上
午，由澳門導遊區詠鳳帶領的首發團一行
經澳門從橫琴口岸入境，首站抵達港資的
麗新橫琴創新方參觀，恰逢國慶節，外國

友人用中文為新中國 70 華誕送上生日祝
福。
隨後，首發團到國家地理探險家中心體
驗遊玩，在星樂度露營小鎮，乘小火車遊
覽特色住宿單元和星奇塔無動力世界，到
橫琴遊客服務中心、橫琴碼頭及長隆海洋
王國觀光。最後，於傍晚回到澳門，共同
觀賞第30屆澳門國際煙花比賽。
「今天帶團感覺很興奮。」區詠鳳表
示，在考取「橫琴新區專用導遊證」的前
期培訓中，讓她知曉橫琴還有眾多旅遊項
目，為了更快地投入工作，她花了大力氣
下載資料、搜集圖片，並將景點介紹材料
全部做了英文翻譯，整理成圖冊。她說：
「如今的橫琴已經很漂亮了，不用等完全
成熟了再設計推廣旅遊產品，我希望越來
越多景點推出的時候，他們已經是第幾千
萬個遊客，真心希望把橫琴推廣到國際
上，讓世界知道澳門旁邊一衣帶水就有漂
亮又好玩的橫琴島。」

■由港澳導遊帶隊的50人珠海十小四年級研學團前往橫琴。
區詠鳳認為，旅遊業是服務業，自己作
為第一批持證進入橫琴執業的港澳導遊，
更有責任做好旅遊的服務和互動，「我要

網傳「受閱飛機有物體掉落」信息不實
香港文匯報訊 「空軍發佈」微信公眾號消
息指，針對網上流傳的「受閱飛機出現掉落
物」視頻，空中梯隊指揮部回應表示：「這次
受閱，空中梯隊不僅做到了米秒不差，而且在
安全上萬無一失，沒有出現任何問題」。
空中梯隊指揮部有關人員介紹說，經比對核
實，網上流傳視頻畫面中所謂「飛機掉落
物」，實為執行閱兵航拍任務的微型航空器。
由於和受閱飛機有高度差，相對速度較大，加
上拍攝角度的原因，感覺在畫面中像「墜物」
一樣飛過。
空中梯隊指揮部有關人員表示，感謝社會各
界對空中梯隊的關心關注，堅決抵制各種網絡 ■網上流傳視頻畫面中所謂「飛機掉落物」，實為執行閱
兵航拍任務的微型航空器。
網上圖片
謠言。

受訪者供圖

講好橫琴故事、講好澳門故事、講好灣區
乃至中國故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

《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要一以貫之》

《求是》雜誌發表習近平重要文章

國慶短途出行首迎高峰 珠澳聯遊催旺澳旅業

香港文匯報訊 據
新華社報道，10 月 1
日出版的第 19 期《求
是》雜誌發表中共中
央總書記、國家主
席、中央軍委主席習
近平的重要文章《推
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
工程要一以貫之》。
文章強調，加強黨
的領導是新時代堅持
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的根本保證。要
把新時代堅持和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
場偉大社會革命進行
好，我們黨必須勇於
進行自我革命，把黨
建設得更加堅強有
力。勇於自我革命，
從嚴管黨治黨，是我
們黨最鮮明的品格，
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
路上。沒有中國共產
黨，哪有社會主義中
國？哪有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哪有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在統攬
偉大鬥爭、偉大工
程、偉大事業、偉大
夢想中，起決定性作
用的是新時代黨的建
設新的偉大工程。在
新時代，我們黨必須
以黨的自我革命來推
動黨領導人民進行的
偉大社會革命，把黨
建設成為始終走在時
代前列、人民衷心擁
護、勇於自我革命、
經得起各種風浪考
驗、朝氣蓬勃的馬克
思主義執政黨。這既
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
行偉大社會革命的客
觀要求，也是我們黨
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
建設和發展的內在需
要。
文章指出，決勝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的艱巨任
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歷史使命，對我
們黨提出了前所未有的
新挑戰新要求，影響黨的先進性、弱化黨
的純潔性的各種因素具有很強的危險性和
破壞性。這決定了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
大工程，既要培元固本，也要開拓創新，
既要把住關鍵重點，也要形成整體態勢，
特別是要發揮徹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文章指出，我們黨要始終成為時代先鋒、
民族脊樑，始終成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
自身必須始終過硬。怎樣才算過硬，就是
要敢於進行自我革命，敢於刀刃向內，敢
於刮骨療傷，敢於壯士斷腕，防止禍起蕭
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黨要不斷進行自我
革命的根本意義所在。
文章指出，要把我們黨建設好，必須
抓住「關鍵少數」。中央委員會成員和
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必須做到信念過
硬、政治過硬、責任過硬、能力過硬、
作風過硬。領導幹部要把踐行「三嚴三
實」貫穿於全部工作生活中，養成一種
習慣、化為一種境界。

台宜蘭南方澳塌橋 5 遇難 1 失聯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宜蘭南方澳跨
港大橋 10 月 1 日發生崩塌意外，導致 3 艘漁船遭壓
毀、6 名漁工失聯。警消人員經過一天一夜搜索，10
月 2 日尋獲第 5 具遺體，身份確認為 366 號船上最後一
名失聯印尼籍漁工，目前仍有1名漁工失蹤。
針對南方澳斷橋意外，台灣 2020 年選舉中國國民黨
參選人韓國瑜政策顧問團交通小組 10 月 2 日提出 3 點
聲明，希望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當局要務必做到，
釐清人民疑慮、還給人民一個安心的交通安全。
第一，台灣交通部門已成立責任事故調查小組，檢
調單位也立案調查，希望蔡當局能從民眾期待的立
場，讓民眾看到不被掩蓋的真相，而且能夠盡早公
佈。該懲處即懲處，該究責即究責。
第二，希望各相關機構及地方職能部門能各自盡速

盤點現有橋樑，依橋樑老舊及受損程度，排定檢測期
程，之後盡速補強；如有危險橋樑，即應着手拆除，
並找出替代道路。該動用預備金就動用。
第三，如果各機構有未列入管控橋樑，像鐵路、港
務公司雖然都是由自己做維管，但仍應由上級機構列
入管考，分別查核，才不會導致沒有監管機制，而重
演類似這次的傷亡事件。
顧問團強調，一個公共工程的壽年約 50 年上下，機
構承辦同仁會因經常性更替，而有所忽略。所以韓國
瑜當選後，會嚴格要求台灣行政部門公共工程委員會
除肩負採購、新建公共工程進度及品質管控外，還必
須考慮就各級公共工程（包括橋樑）維修養護，結合
各地公會或協會，作定期或不定期抽查、評比、要求
提出改善，以維護公共安全最大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