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非專版 2017年2月23日（星期四） 聞新港澳港澳
責任編輯：吳敏怡

濠江快訊濠江快訊

哈爾濱至澳門航線開通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由春秋

航空公司運營的哈爾濱至澳門航線21日正
式開通，該航線是目前中國最北省會哈爾
濱市唯一飛往澳門的航線。據黑龍江省機
場集團的相關負責人介紹，此次開通的航
線由春秋航空A320機型執行，每周二、
四、六飛行三班，航班號為9C8511/2。航
線開通後，哈爾濱至澳門飛行時間祗需4個
半小時，大大節省時間。

旅發局21日公佈2017至18年度工作計劃，林建岳
稱，去年12月份內地訪港旅客數目好轉，但受

“一周一行”效應持續、內地經濟增長備受壓力及人民
幣貶值等因素，料2017年內地訪港人次為4,118.8萬，
按年下跌3.7%。不過國際市場對香港仍有一定“興
奮”程度，如去年韓國、菲律賓、泰國及印尼等地，
訪港人次均有雙位數字的增長，料2017年短途市場
旅客共有888.2萬人次訪港，按年上升2.7%。
旅發局總幹事劉鎮漢指，今年環球經濟仍存有不

明朗因素，包括美國選後局勢、英國脫歐等，加上區
內旅遊競爭更趨激烈，香港在吸引短途市場旅客會面
對較大的競爭。旅發局今年將獲3.28億元（港元，下
同）常規撥款，另有7,000萬元香港回歸20周年推廣
活動的額外資源，總推廣預算為3.9811億元，劉鎮漢

稱，當中1.5509億元作客源市場推廣，並全數用作吸
納過夜旅客。

四大主題宣傳片電競吸機迷
他續指，今年會利用財政預算案的額外撥款，配

合全新品牌推廣，以美食和夜生活、時尚及娛樂藝
術、家庭旅遊、自然美景和道地文化的四大主題短片
宣傳香港，更會新增兩項活動，包括動用回歸20周
年推廣活動的額外資源，在今年夏季舉行“香港夏日
派對”，包括美食、音樂表演和電子競技（e-sports）
等大型嘉年華，選址在中環新海濱舉行。

林建岳表示，期望嘉年華能做到亞洲電子競技活
動最大的一站，吸引內地、日本、韓國及台灣等地的
電子競技愛好者赴港參賽或旅遊。

迎回歸廿載 遊客有望回升
林建岳：吸客看港發展旅發局4億銀彈推廣香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香港旅業調整期或進入新

階段，香港旅發局表示，2016年錄得逾5,665萬人次訪港旅

客，按年下跌4.5%，主要跌幅來自內地旅客，但國際市場包

括韓國、菲律賓及泰國等地訪港旅客升幅明顯，預料2017年

將有5,538.8萬人次旅客訪港，跌幅收窄至2.2%。旅發局主席

林建岳指，香港回歸20周年是很好的推廣旅遊機會，冀吸引

內地甚至國際旅客赴港看這幾年的發展，期望在年中旅客數字

有機會止跌回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佩韻）旅遊
業放緩的後衝力逐步浮現，香港迪士尼
樂園20日公佈2016財政年度業績，業
務收入為47.5億元（港元，下同），按
年下跌7%；入場人次610萬，按年跌
11%；虧損按年擴大2,300萬元至1.71億
元，連續兩年錄得虧損。樂園寄望每年
新增景點會帶動人流及收入，不過單是
今年4月30日開業的新酒店已令樂園非
流動負債按年增加49%，加上外圍經濟
未穩，或會為樂園收支平衡帶來考驗。

迪士尼的年度業績由2015年10月
至2016年9月止，收入及入場人次雙雙
錄得跌幅。樂園行政總裁劉永基解釋，
業績與人次雙雙下跌是受去年嚴寒與潮
濕多雨的天氣，加上10周年新增設施令

開支增加等因素影響，首半年入場人次
按年下跌13個百分點；下半年則受惠於
萬聖節等推廣活動，令跌幅收窄至6個
百分點。秋季期間，廣東旅客增加
11%，香港本地客更增加26%。不過，
酒店入住率仍維持上一個年度的79%，
訪客人均消費按年增長4%，連續7年錄
得破紀錄增長。

內地客跌5%日韓客增長
劉永基續說，客源分佈也有改變，

如內地賓客由上年度佔總體的41%減至
36%；其他地區賓客由20%增至25%，
日本、韓國、菲律賓、台灣等地均錄得
雙位數的增長。香港本地賓客則維持不
變，佔總體的39%。他指出，雖然2016

財政年度整體市場疲弱，但下半年起業
務跌勢放緩，及至2017財政年度初期持
續向好，如新推的“鐵甲奇俠飛行之
旅”令2017年農曆年假入場人次，按年
上升13%，酒店入住率高達97%。

姚思榮盼美總部助紓壓
香港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指

出，負債增多也會令利息增多，加上樂
園要面對設施折舊及營運開支等困難，
建議港府與美國迪士尼總部商議，可否
減低管理費、專利費等成本，令財政壓
力減少。他表示，去年下半年旅遊業轉
好，訪港旅客人次漸增及客源光譜拉
闊，相信下個財政年度有機會扭虧為
盈。

港迪園業績再跌 虧損1.71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香港
中文大學跨學科研究團隊21日發表香
港首個“兒童及青少年體力活動報告
卡”，研究發現，香港不足半數的兒童
和青少年每天體力活動達標，而每周會
與子女一同作體力活動的父母則只有約
三成，明顯低於其他國家及地區。

該研究全面綜合香港有關資料，按
照9項指標（整體體力活動、組織性運
動參與、動態遊戲、步行或踏單車往返
學校、靜態行為、家庭支持、學校體
育、社區及環境設施及政府策略和資源
投放，為兒童及青少年的體力活動）作
評估，同時亦將香港與全球37個國家
及地區的數據作出比較。各研究項目按
達標比率而作A至F評級。

香港在9項指標中獲得2B、2C、
1C-、2D，另兩項因欠相關數據而未獲
評級，其中於“整體體力活動”及“家
庭支持”指標均獲評D。對照國際情
況，港童“家庭支持”評級明顯偏低；
另外，香港獲B級的兩項指標“步行或
踏單車往返學校”和“社區及環境設
施”，則屬國際高水平。

項目首席研究員、中大體育運動科
學系教授及系主任王香生分析指，研究
反映不少香港年輕人缺乏運動。針對港
童運動少問題，王香生建議應落實“三

多一少”的原則，讓孩子多參與體力活動、多
參與組織性運動、有更多的家庭支持及減少靜
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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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宇署：無接拆卸紅樓申請

旅遊局推三級制旅遊警示
香港文匯報訊據澳門電台消息，澳門

政府推出 3級制旅遊警示系統。澳門旅遊局
長文綺華表示，澳們旅遊警示屬勸喻性質，
即使目的地評為第 3級，也不能限制人身自
由，也不能強制不得出團。她呼籲市民購買
因應警示而推出的保險產品，獲得適切保
障。文綺華表示，距離系統正式生效約 2星
期，正與金管局及旅遊業界緊密聯繫，已知
6至 7間保險公司申請推出新產品。

香港文匯報訊據澳門新聞局消息，澳
門政府發言人辦公室和新聞局21日下午舉
行傳媒新春茶會，澳門政府發言人、新聞局
長陳致平表示，發言人機制自二○一○年建
立以來，特區政府與傳媒、市民一直保持良
好溝通，也有賴傳媒參與和配合，確保特區
政府施政訊息更暢順地向公眾傳遞。發言人
辦公室和新聞局將繼續做好支援橋樑角色，
全力支援傳媒業界工作，促進政府部門與媒
體間的充分合作與溝通。他續說，因應媒體
發展趨勢，澳門新聞局致力發展新媒體服
務，善用多媒體平台，除推出電子化刊物，
也開設了微信海外訂閱帳號，還將計劃開設
Facebook及Instagram，多渠道發放資訊。

新聞局全力支援傳媒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經
濟疲弱，令求職者更難就業。香港有
招聘顧問公司21日發表《2017香港薪
資與就業報告》指，三成半的受訪企
業今年將增聘員工，較去年的四成
少，亦較內地及亞洲區為低。另外，
逾六成的香港僱主預計未來1年，將
加薪不多於5%，當中投資銀行最嚴
峻，或需凍薪。反而手機應用程式及
網購等的新興工種，相關職位可望加
薪20%。
環球招聘顧問公司Michael Page

就薪酬及招聘意慾，在去年10月以問
卷訪問3,400名亞洲地區的僱主，當中
583人來自香港。結果發現，35%的香
港企業料年內聘請更多員工，略較去
年的 41%低。中國內地的企業則有
43%，亞洲區企業為44%。62%的香
港僱主料1年內加薪不多於5%，18%

的公司加薪6%至10%，6%僱主加薪
11%至15%。雖然香港僱主的增聘意
慾下跌，但Michael Page 香港區董事
總經理Sharmini Wainwright 形容，在
經濟環境不明朗下，仍有35%的企業
增聘人手已是不錯。

投行或凍薪 科技界最多金
她說，受環球經濟下行影響，不

少跨國的投資銀行跟隨總部策略，或
需凍薪。相反，隨着手機及平板電腦
的普及，帶旺手機應用程式及網購等
的新興工種，相關職位可望加薪
20%。

她指，大型中資銀行及資產管理
公司以香港為基地，邁向國際化，將
以高薪及高額花紅招募人才，料僱員
收入可較其他跨國企業的同等職位多
70%。

她續稱，以往香港專才傾向在跨
國企業及香港本地公司任職，但近年
該心態有所轉變，內地企業憑優厚的
薪金福利及發展空間，吸引有經驗的
頂尖人才加入。

港六成僱主料年內加薪少於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趙虹）大腸
癌是香港頭號癌症殺手，2014年發病個
案多近5,000 宗，佔整體患癌數字的
16.8%。衛生署21日宣佈自27日起，推
出第二階段大腸癌篩查先導計劃，約25
萬名1949年至1951年期間出世的市民
最多可獲9,060港元資助，料7萬人受
惠。

萬人交樣本約14%陽性
該署指出，首階段推行首3個月，

已發現611名市民有患癌風險，數字比
預期高，呼籲合資格市民參加計劃，及
早預防。

根據該署資料，計劃首階段推行的

首3個月內，已有約一萬名參加市民交
回大便樣本，當中1,423個樣本呈陽性，
其中799人完成大腸鏡檢查服務。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監測及流行病

學處主任程卓端指出，該799人中，有
704人需要切除瘜肉，而他們的瘜肉化驗
結果分別為大腸腺瘤（560人）、大腸癌
（51人），以及增生性瘜肉或大腸發炎
等（93人）。

老人患病比例較預期高
她解釋，瘜肉增生屬病情良性，切

除後多無需再跟進，10年後再接受檢查
便可，但大腸腺瘤則可能發展為癌症，
故約70%被診斷患有大腸腺瘤的病人即

時切除瘜肉，避免病情惡化。
程卓端續說，初時根據中大一個同

類研究分析，估計100個樣本中，只有3
個會檢測出有癌細胞，豈料現在檢測有
癌細胞的樣本呈雙倍，“比例比預期
高”。她估計，由於中大的分析對象為
50歲至70歲，年齡偏年輕，而該計劃首
階段的篩查對象的年齡為 68歲至 70
歲，因而發現的陽性樣本數字較高。

程卓端強調，參加篩查者均沒有明
顯徵狀，即使證實患有大腸癌，病情屬
較早期，及早識別患病及治理，治癒率
相對較高。她又透露，在切除瘜肉個案
中，有6宗嚴重腸道流血，當中3人需接
受止血，全部人均已出院。

港衛生署推腸癌篩查料惠7萬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現為一級歷史

建築的辛亥革命遺址“紅樓”，日前疑被業主
拆去圍牆，租戶亦被逼遷。香港發展局21日回
應指高度關注紅樓狀況，指屋宇署沒有接獲拆
卸紅樓的圖則審批及施工申請。香港發展局局
長馬紹祥表示，已指示屋宇署視察情況，另古
物保育專員及古物古蹟辦同事會積極與業主跟
進。

位於屯門青山近石角咀村的紅樓，去年11
月業權易手。紅樓雖於2009年獲古物諮詢委員
會確定評級，但由於非“法定古蹟”，引發此
次清拆風波。紅樓約有二十個租戶，有指上月
收到新業主的律師信，要求他們在一周內遷
出。更有租戶指紅樓的圍牆已被拆掉，屬家中
範圍的農地亦被破壞。早前有數百人到紅樓外
集會，反對清拆，呼籲政府正視歷史。

香港發展局發言人重申，紅樓為一級歷史
建築，根據《建築物條例》，拆卸及改建工
程，須得到建築事務監督事前批准。

2017年旅遊指標預測
旅遊業主要表現指標 2017年預測 與2016年比較

整體訪港旅客人次（萬） 5,538.8 ↓2.2%

內地訪港旅客人次（萬） 4,118.8 ↓3.7%

過夜旅客（萬） 1,716.9 ↓1.1%

不過夜旅客（萬） 2,402.0 ↓5.5%

短途市場訪港旅客人次（萬） 888.2 ↓2.7%

長途市場訪港旅客人次（萬） 448.3 ↓2.0%

新市場訪港旅客人次（萬） 83.4 ↓0.7%

過夜旅客平均留港時間*（晚） 3.3 不變

旅客整體滿意程度*（10分滿分） 8.3 不變

過夜旅客人均消費*（港元） 6,256 ↓5.2%

與入境旅遊相關的總消費*（億港元） 2,867.3 ↓4.6%

*註：2017年1月初步數據 資料來源：旅發局 整理：楊佩韻

■■林建岳林建岳（（右右））冀吸引旅客赴港看這幾年的發展冀吸引旅客赴港看這幾年的發展。。 楊佩韻楊佩韻 攝攝

工作計劃五大重點
吸引高增值過夜旅客：

■內地市場：安排內地受歡迎的“真人
秀”電視節目赴港拍攝

■短途市場：向東南亞地區推出優惠遊港
產品，吸引旅客短期赴港

■長途市場︰與珠三角地區合作，推廣“一
程多站”行程及旅遊產品

提升旅遊勝地形象：

■借助數碼平台及國際網絡，擴大接觸面

■配合回歸20周年，推出全年宣傳計劃
“Hong Kong Best 20”

■擬於夏季增辦全新大型嘉年華會

協助業界拓展商機：

■與內地網上旅遊產品銷售平台“飛豬”
合作，開設香港專頁

■優化“旅業網”功能，推出“香港通”
會員獎賞計劃

推動會展及郵輪旅遊發展：

■在內地、印度、印尼、東南亞及美國等
客源市場作出推廣

■向科學、醫療科學、工程、社會科學、
科技及商務進行推廣

■於2017年3月美國舉行的大型郵輪業界
論壇推廣香港優勢

■鼓勵郵輪公司將香港納入航程

加強企業管治：

■在2017-18年度期望募集近4,990萬
元，為大型活動作宣傳等工作

資料來源：香港旅發局 整理：記者楊佩韻

■劉永基指，樂園在去年下半年的跌勢已放緩，盼
改善趨勢可持續。 莫雪芝攝

■Sharmini Wainwright（右）稱愈來愈
多港人選擇中資銀行就業。 何寶儀 攝

■■中大研究團隊發佈香港首個兒童及青少年中大研究團隊發佈香港首個兒童及青少年
體力活動報告卡體力活動報告卡。。 黎忞黎忞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