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統習俗上，團年飯及開年飯均會用上大量山珍海味作主要

食材，故每年年底上環「海味街」例必擠滿辦年貨的市民，但

香港過去逾半年爆發多次大型暴力衝突，重創本港經濟，海味

街人山人海的盛況不復再，昨日市面異常冷清，部分店舖「拍

烏蠅」索性落閘提早收檔。商戶不約而同表示近日生意較去年

同期大跌一半，是逾廿年來最差，夥計也被炒光。有市民也表

示會「慳住使」，除了減少購買海味，派利是也可免則免，料

新春開支較去年減少六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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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貨客勒褲頭 海味街拍烏蠅
暴衝毀新春市道 店東趕「落閘」夥計炒清光

送豬迎鼠，農曆新年是喜慶日
子，不少市民年近歲晚都忙

於辦年貨，但海味店林立的上環
永樂街，近日卻未見昔日過年前
的熱鬧場面，香港文匯報記者昨
日下午到場觀察，發現街上的路
人不多，而特地前來購買海味準
備團年飯及開年飯的人流更是寥
寥可數，有商戶雖然在店外貼上
「清貨大平賣」的橫幅，指貨物
一件不留，但仍然未能吸引顧
客，不少商戶更一早「拉閘」關
門。

市民減開支 利是揀人派

不少前來逛逛的市民亦表示，海
味街異常冷清，相信是修例風波令
香港經濟前景變得不明朗，市民今
年農曆年的消費預算亦有所減少。
市民盧先生表示今年不論是團年

飯，抑或派利是等多方面的消費預
算都會減少，「除了買少些海味，
更會減少派利是，只會派給較親的
親戚，預計新春開支會較去年減少
60%。」
永樂街一間海味店的職員表

示，今年的生意是自己在海味街
工作逾 20年來最差的一年，指
2003 年沙士期間的情況亦未如

現時惡劣，「香港人擔心飯碗不
保，不願消費，旅客又擔心安
全，不敢來香港。」

昔忙碌應客 今空閒受訪
另一間海味店的負責人更指，去

年初的生意已經因為中美貿易戰爆
發而有所影響，未料年底情況更
差，生意較前年下跌一半，「2019
年下半年的生意一直不理想，已經
請不起『夥計』，全部都已經解
僱，12月及1月是辦年貨的高峰
期，過年前幾日更是最後衝刺的時
間，正常應該十分忙碌，怎會好似

現在有時間接受你訪問？可想而知
有幾淡靜。」
他指修例風波最大的影響是令

內地人對香港感到不滿，不願意
來港消費，「他們認為中央對香
港很好，但部分港人搞亂檔，旅
客來港又被『踢喼』，旅客十分
反感，不願來港。」
他並補充，本地客亦因為經

濟前景不明朗而大幅減少消
費，來光顧的顧客大部分都只
是購買冬菇、蠔豉及髮菜等平
價貨，即使減價亦未見太大刺
激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香港旅遊業從業員人數多
達25萬，是本港「四大支柱
行業」之一，但修例風波引發
持續的社會動盪，多個國家或
地區對香港發出旅遊警示，
「私了」（私刑）等暴力事件
更傷害了內地旅客的感情，致
使來港旅客大幅減少，旅行團
數量激減至正常的一成。行業
低迷之際，香港旅遊促進會旗下的旅行
社和購物店自今年1月1日起推行改善計
劃，多家參與商戶提供低至七折的折扣
優惠，旅行社並提升團餐水準及推出導
遊獎勵計劃等提升服務質素，以重振香
港購物天堂的形象。
香港旅遊促進會創會會長鍾偉棠表示，
過去半年是香港旅遊業極艱辛的時段，入
境旅客較往年下跌60%，團隊遊首當其
衝，團數只及正常的一成。近期社會狀況
逐漸趨於穩定，但入境人數仍未見大幅回
升，所以業界推出改善計劃，希望通過提
高服務水平，重新吸引客源。

旅促會推導遊獎金升服務
此前香港導遊大部分是無底薪工作，
在吸納深港兩地監管機構及內地組團社
的意見後，旅遊促進會鼓勵旅行社為導
遊提供服務獎金，導遊每帶一個團後，
如無收到客人投訴，可獲得600元至800
元的獎勵。該機制已實施逾半個月，客
人反應良好。鍾偉棠相信，措施有助於

提升導遊的服務表現。
香港旅遊業議會管理下，有7
間服務內地市場的旅遊購物點，
其中6間參與該改善計劃，推出
減價活動，部分珠寶類商品減價
幅度達七折，或比傳統零售珠寶
更便宜。此外，旅客較抗拒的車
上購物環節亦已取消。鍾偉棠
指，購物一直是旅遊行程中較為
敏感的部分，但香港本身是免稅

港，商品價格有吸引力，以鑽石為例，1
克拉鑽石在港售價相等於內地的一半。如
果大部分旅遊購物點的售價能做到比內地
定價低20%，旅客的接受度亦會提高。

倡灣區港澳遊拓客源
香港旅遊促進會並建議推廣大灣區

「多站式」遊覽，旅客可先在惠州或珠
海等城市遊覽海濱，再先後到香港和澳
門購物及景點打卡，全程約四五天，適
合假期較為緊湊者及長者；同時香港還
在開發全新景點，包括西九龍文化區海
濱、南蓮園池等。
雖然業內進行了一系列自救改革措

施，但鍾偉棠對於短期內成效仍不樂
觀，認為如果社會繼續保持大致平靜，
預計到今年三四月份，內地旅客數量回
升至去年一半的水平。他希望政府在止
暴制亂之餘，能夠與更多國家或地區協
商，解除對港的旅遊警示，此前韓國已
降低對港的警示級別，料農曆新年後的
韓國旅客會回升。

暴力衝擊令本來暢旺的
香港旅遊業步入寒冬，數
以萬計從業員被打爛飯
碗。香港旅遊從業員聯會
主席葉志偉親眼見證這半

年來行業發生的巨變，他說自己身為一
名導遊，亦參加多個旅遊業工會，對業
內的苦況都看在眼裡。往年6月至10月
份是暑期旺季，活躍時每天有300多個
團隊來港，但去年卻只有十餘個團，九
成導遊無工開，為了生存，部分從業員
轉行做保安或者賣保險。同樣遭遇的還
有旅遊巴司機和領隊等其他從業者。
位於尖沙咀的星光大道上，葉志偉

指，這裡原本是旅行團必到的景點之

一，政府還在路面上劃上不同的等候
區，防止混亂，但現在大道上路人寥寥
可數，並沒有團隊在此聚集。他並指，
此前附近的星巴克咖啡店曾受到暴徒襲
擊，店內的桌椅被搬空拿去堵路，讓不
少市民心有餘悸。
葉志偉又說，暴力示威發生不久，

旅遊業各工會就舉行多次撐警活動，除
了支持警察維護社會秩序，亦希望內地
同胞能夠看到香港旅遊從業者的立場，
讓他們來港旅遊更有信心。他向旅客建
議，在社會尚未完全恢復平靜前，跟團
可能比個人遊更好，因為導遊能夠幫助
避開示威的區域，並給予適當的安全建
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
港近大半年受到持續的反修例暴力
衝擊，多個行業尤其是旅遊業遭到
重挫。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昨
日表示，今年農曆新春假期酒店訂
房數目按年跌近一半，他指，過往
農曆年初二至初五的酒店入住率有
近百分百，但今年跌至最多只有五
成，部分酒店甚至跌至只得四成。
他並估計農曆新年訪港旅行團數目
按年會跌七八成。
姚思榮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
農曆新年的酒店房價高，並非訪港旅
行團的高峰期，以往每日會有幾十至
最多100團，今年酒店房價雖有所下

降，但1月份每日平均仍只有10團，
預計情況會持續，農曆新年訪港旅行
團數目會按年跌七八成，不會因新春
假期而有明顯反彈。

姚思榮：房租跌半助吸臨時客
姚思榮指，由於今年春節酒店訂

房數目按年少近一半，房租因此受
壓，房租按年跌至少五成，甚至有
部分酒店房租跌幅達六七成。他
說，相比澳門，香港酒店更具吸引
力，加上往來香港與內地交通便
捷，不排除會吸引內地旅客臨時決
定來港。
他又提到，去年11月和12月整體

訪港旅客數字分別按年跌約56%和
51%，最近市面相對平靜，若情況持
續，相信1月和2月的旅客按年跌幅
會繼續放緩，不會有太大反彈，並指
即使社會暴亂情況平息後，旅遊業界
仍需大約半年才可復甦。
去年10月至12月的最新失業率

為3.3%，姚思榮表示，旅行社近年
面對互聯網和產品供應商直銷的競
爭，經營困難，但因為政府陸續推
出措施，暫時未見旅行社有倒閉
潮，不過大部分在人手自然流失後
不再補充，業界開始出現放無薪
假、客運公司減薪和航空公司凍薪
等情況。

新春客量續走弱 訪港團料跌八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暴力衝擊重創香港經

濟，去年破產宗數增加，2019年全年提交的破產呈請數
目為8,151宗，較2018年的7,480宗增671宗，按年增
近9%，是自2016年來的新高。
破產管理署昨日最新公佈的破產案統計數字顯示，去

年12月份，提交破產呈請的數目713宗，與同年11月
份比較持平，但按年則增加近26%。而去年12月份，
發出接管／破產令的數目為750宗，按月上升16.5%，
按年則上升24%；全年的破產接管及破產令錄得7,762
宗，較2018年的7,146宗，按年增加8.6%。
另外，在強制公司清盤案的統計數字顯示，去年12

月份，提交強制清盤呈請的個案有39宗，按月有所減
少，減幅為9.3%，但按年則增加85.7%；全年清盤呈
請書錄得 419宗，較 2018年的 367宗，按年增加
14.2%。去年12月份，發出清盤令數目為18宗，按年
則跌約5.6%；全年清盤令達244宗，按年跌4.3%。

破產數按年升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暴力衝擊為香港帶來的影響持續浮
現。政府統計處昨日發表最新數字
顯示，去年10月至12月份的失業
率為3.3%，較9月至11月份3.2%
上升0.1個百分點，是2017年2月
至4月份以來的新高；同期間的就
業不足率則維持於1.2%的不變水
平。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評論
最新失業數字時表示，與消費及旅
遊相關行業的業務仍然低迷，該些
行業合計的失業率維持於5.2%的3
年來高位；就業不足率更顯著上
升，當中以餐飲服務業尤為明顯；
建造業的失業率亦較上一個期間明
顯惡化。
與去年8月至10月份比較，香

港最新總就業人數減少約12,800
人至381.7萬人，失業人數減少約
1,400人至維持12.4萬人，就業不
足人數則增加約500人至 47,400
人。
各行業的失業率變動不一，上

升主要見於樓房裝飾、修葺及保
養業。就業不足率方面，下跌主
要見於製造業，上升則主要見於
餐飲服務活動業。
羅致光指出，由於經濟情況仍然
疲弱，令勞工市場進一步放緩，失
業率續見上升，總就業人數的按年
跌幅亦進一步擴大。他續說，與消
費及旅遊相關行業（即零售、住宿
及膳食服務業）的業務仍然低迷，
該些行業的就業人數亦繼續錄得急
劇的按年跌幅。同時，建造業（尤
其是當中從事樓房裝飾、修葺及保
養者）的失業率亦較上一個期間明
顯惡化。
他表示，若整體經濟持續疲
弱，勞工市場會在短期內面對更
大壓力，政府會密切留意有關發
展。勞工處將於3月3日及4日在
屯門大會堂舉行「屯門招聘
會」，約有40個僱主參與。勞工

處亦會於同月18日及19日在麥花臣室內場
館舉辦「安老及復康服務業招聘博覽」。

工聯會倡放寬失業資助範圍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表示，部分行業情況非常

嚴峻，其中飲食業界預計過了農曆年飲食旺季
後，將有逾1,000家大小食肆倒閉，屆時失業
率會進一步上升。他指出，政府必須立即制定
及推出相關的措施，為廣大打工仔提供及時及
足夠援助，包括盡快落實失業現金資助，並將
失業現金資助受惠資格範圍由現時領取在職津
貼或書簿津貼的低收入者，擴大至因經濟下行
倒閉或裁員而失業的打工仔等。

入境團跌剩一成 珠寶七折吸客

■鍾偉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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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大道人流稀 導遊轉行賣保險
��

■星光大道人流稀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海味街在過年前十分冷清海味街在過年前十分冷清，，辦年貨市民寥寥可數辦年貨市民寥寥可數。。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攝

■■有商戶減價促銷有商戶減價促銷。。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