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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三日可連放九天刺激外遊
復活節日本團費勁加一倍

復活節假期團費一覽表（二○一二年四月三日至七日）

線路

泰國

新加坡

馬來西亞

新加坡／馬來西亞

日本

韓國

台灣

以上價格只供參考之用

天數

5

4

5

5

5

5

4

5

二○一一年
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

曼谷$1989-$6499

布吉$4189-$6899

$5699-$8289

$4398-$7598

$3989-$6889

本州$5399-$19888

北海道$9399-$10999

$3689-$6489

台北$2499-$15800

高雄$2699-$5989

二○一二年
四月三日至七日

曼谷$2050-$6299

布吉$4399-$6999

$5389-$8999

$4689-$6489

$4699-$6799

本州$6699-$39888

北海道$8999-$26888

$3899-$11099

台北$2699-$4589

高雄$2699-$5599

【本報訊】國家旅遊局即將在香
港和澳門展開 「2012 中國歡樂健康
主題旅遊年」推廣活動，四川省旅遊
局借助此契機，由局長郝康理帶隊來
港考察調研，並與業界洽談合作，將
根據香港遊客喜好制訂專屬旅遊線路
。郝康理透露，雖然零八年汶川地震
後至去年，香港訪川旅客仍未恢復到
零七年震前水平，但有信心於今年超
越。現時災後重建已經完成，比較以
前大大提檔升級，預計未來五年四川
旅遊業將加速發展。」

邀請港旅社到四川去
郝康理表示，本次來港的目的主

要是考察調研，了解香港遊客的旅行
喜好，並希望邀請香港的旅行社到四
川去，為香港遊客打造專屬的旅遊線
路。他說， 「512」地震對四川旅遊
的影響很大，訪川遊客有所下降。以
香港為例，零七年全省接待香港遊客
接近二十萬人次；至一零年下跌到約
十三萬人次；去年出現大幅反彈，升
近四成七，達到十九萬二千八百人次
，列全省入境客源市場第三位。

郝康理續說，地震災後重建已於
去年九月完成，現在是第二階段，進
行提升方面工作，他形容，重建大大
推動了四川 「提檔升級」，基礎設施
、公共服務設施等水平遠遠超越震前
，對旅遊起到推動作用。高速路更加
完善，機場可直通景區，而以往未有
交通配套的旅遊資源，也抓住機會修
通道路，讓旅客方便到達。

在重建老百姓家園時，加入了旅
遊設施，郝康理介紹，如以農家樂為
主題的旅遊新村，全省計劃建設數千
個，單是往九寨溝方向就有二百個，
每個都有不同特色。老百姓重建的農
房比以前更大，民間便發起合作社形
式，把各戶富餘的房間標準化，用來
做客房接待自由行旅客。 「不少老百

姓的耕地在地震中被摧毀，推動旅遊
後他們成了旅遊管理者、經營者，甚
至導遊，生活大大改善」。

重建後旅遊設施升級
香港負責援建臥龍的項目，預期

在今年底至明年初建成，郝康理說，
屆時希望能邀請港人前往，參加 「感
恩香港」活動。他有信心今年香港旅
客增長幅度將超過五成，港澳旅客總
數目標達到三十五萬人次，朝四十萬
努力，當中香港旅客佔八成以上。五
年後的目標，是港澳總數達到一百萬
人次。

港中旅國際成都旅行社總經理曾
寧表示，自然田園風光對港人非常有
吸引力，港人參加旅行團到四川旅遊

一般是六天團，精品線路包括成都、
九寨溝、黃龍、樂山大佛等，「喜歡
多看景區，不購物」。他說，新的線路
可包括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古鎮等。

此次一同來港考察的還包括旅遊
局市場促進處處長周倫斌、旅遊局市
場開發處柴宇、四川省旅遊信息中心
主任羽欣、四川省旅遊宣傳促進中心
主任李琳及成都旅遊香港運營中心主
任黃強。一行人昨日上午與香港旅遊
業議會會談，郝康理表示，香港市場
化程度非常高，且忙而不亂，旅議會
的管理模式值得學習和借鑒。

另外，熊貓永遠是四川的主題，
傳遞友好與和平信息。旅遊局繼續使
用熊貓作為代言，將推出三種符號公
開投票讓公眾選擇。

川旅遊局長來港談合作
將按港遊客喜好制訂專屬線路

今年復活節與清明節假期只相隔一日，若請三天
假，就可從四月一日放假至九日。旅遊業議會總幹事
董耀中指，今年東南亞線路仍最受歡迎，其次是歐洲
八天團， 「假期好容易就湊到，加上而家市道好，令
機位好難到」。根據議會向業界收集的資料，歐洲
團由一萬零八百九十九元至一萬五千九百九十八元，
最低團費按年增長近兩成七，美國、澳洲等長線團費
亦有輕微升幅。

歐洲八天團加價兩成七
短線方面，日本團升幅最高，本州及北海道最貴

團費分別加價一倍及一點四倍，接近四萬元及兩萬七
千元，本州最低團費亦升兩成四。董耀中解釋，去年
復活節剛好在311地震之後，對日本旅遊打擊很大，
今年的價格基本恢復地震前水平，貴價團則分別是由
名人李純恩帶團及標榜 「食好住好」的豪華團。韓國
最低團費約三千九百元，升百分之五點七，最貴團為
逾一萬一千元的豪華團。泰國曼谷五天團由二千零五
十至六千二百九十九元，與去年相若；新加坡最低團
費及馬來西亞最高團費，均較去年有所下降。

董耀中指，對上農曆新年的長假，市民外遊反應
未如理想，料復活節成績較好，生意額可有一成升幅
。現時距離復活節還有一個月，整體報名有五至六成
滿，赴日旅客已恢復八至九成。

赴日旅客已恢復八成
東瀛遊執行董事國全表示，受匯率、最低工資

等影響，整體復活節旅行團團費較去年上升百分之五
至十，但由於今年復活節假期長，且相隔農曆新年假

甚遠，因此也無阻旅客報名， 「旅行團當中以日本、
台灣、韓國較受歡迎，整體（旅行團）已有七成人報
名。」他預計，今年生意額不但勝於去年，比前年更
定必有一成增長。

國全續說，復活節期間將舉辦兩團日本五天豪
華團，除了欣賞櫻花美景外，團友更可品嘗神戶牛、
長腳蟹、雪場蟹等特色美食，並入住溫泉酒店，雖然團
費達三萬六千至三萬七千元，但其中一團已經額滿。

康泰旅行社的報名情況亦不遑多讓。雖然不少旅
行團團費較去年增加，短線團如韓國五天團已由去年
四千六百九十九元，上升至五千五百九十九元，增幅
近兩成；台灣團平均上升一成；而長線團如出發歐洲
則增加百分之五至十，但整體報團客量已滿六成，其
中報團出發歐洲的旅客人數已較去年上升約兩成，印
度團客量則增加三成。旅行社預計，整體客量會較去
年增加一成。

鵝頸橋下，市民排隊，阿姑
「喊打」， 「小人」辟易。這是

香江舉世聞名的街頭人文之一，
平日裡打罵聲不絕，驚蟄時更有
如 「趁墟」。民間傳說中，踏入
春天第三個節氣，春雷一響，萬
物驚醒，蛇蟲鼠蟻又要出來 「作
亂」了，而於此日拜祭百獸之王
白虎有助驅害鎮邪。然而不知何

時起， 「打小人」成為代替驅邪
的祈願成為驚蟄節的主調。到底
是蟲害再不足懼，或是 「人禍」
甚於一切呢？不管如何，用這麼
「和平」的方式宣泄都市人抑壓

的情緒，也算得上是香港的特色
吧！

本報記者 林雨燊（圖）
李曉芸（文）

【本報訊】漁農自然護理署昨
日表示，三隻分別於上月在旺角及
長洲撿走的雀鳥屍體，已證實對
H5N1禽流感病毒測試呈陽性反應。
三隻鳥屍分別是上月二十四日在旺
角拔萃男書院被撿走的鳳頭鷹、一
隻於上月二十五日在長洲興隆後街
七十六號三樓天台被撿走的鵲鴝，

及一隻於上月二十七日在長洲學佬
巷八十號被撿走的鵲鴝。漁護署繼
續巡查本地活家禽農場，確保業界
採取適當措施預防禽流感。漁護署
發言人提醒市民注意個人衛生，避
免接觸野生雀鳥或活家禽，接觸禽
鳥後須立即洗手。

【本報訊】本港再出現一宗兒童
懷疑感染嚴重猩紅熱個案，一名十一
歲女童病發後休克，現時情況嚴重，
正在瑪嘉烈醫院兒童深切治療部治療
。一名七個月大男嬰則確診感染腦膜
炎雙球菌，現時情況穩定，是今年第
二宗確診個案。

懷疑感染嚴重猩紅熱的十一歲女童
家住東涌，就讀東涌天主教小學，一直
健康狀況良好。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表
示，她於上周二即上月二十八日出現發
燒、咳嗽、痰多、流鼻水、喉嚨痛和嘔
吐的徵狀，同日向私家醫生求診，三日
後即本月二日出現皮膚出疹的徵狀，同
日入住瑪嘉烈醫院，主診醫生發現女童
有沙紙樣紅疹及草莓舌的病徵。

女童翌日出現休克情況，即日入住
兒童深切治療部，現時情況嚴重。醫院
已抽取她的血液樣本及咽喉採樣樣本化
驗，現正等候結果。調查顯示，女童最
近並無外遊。她的家人沒有出現病徵。
衛生防護中心截至本月二日臨時數字顯
示，收到四百二十二宗猩紅熱感染報告
，其中一人死亡，去年全年有一千五百
二十七宗感染報告，其中二人死亡。

至於確診感染腦膜炎雙球菌的七個
月大男嬰，衛生防護中心表示，他居於

沙田，本身健康良好。他自上月二十六日出現發燒、
流鼻水和嘔吐的徵狀，翌日被帶往威爾斯親王醫院急
症室求醫，同日入院接受治療，其後分別在二十八日
和二十九日出現抽筋和癲癇情況。他的腦脊液樣本發
現含腦膜炎雙球菌。男嬰近期沒有外遊紀錄，他的家
居接觸者沒有出現徵狀。這是今年第二宗確診個案，
去年錄得八宗，前年則錄得兩宗。衛生防護中心發言
人稱，腦膜炎雙球菌感染是由腦膜炎雙球菌引起，有
關疾病是經由直接接觸已感染腦膜炎雙球菌人士口鼻
的飛沫而傳播。潛伏期由二至十日，一般為三至四日
。患者臨床病徵並不一致，當細菌入侵血管引致腦膜
炎雙球菌血症，或入侵腦部引致腦膜炎，可造成重病。

【本報訊】內地生產的中成藥 「中聯古林牌」安神
補腦片，被發現水銀含量為標準的五十五倍，而同是內
地生產的 「中聯牌」鼻炎片，被發現含未標示西藥成分
「撲熱息痛」污染，呼籲市民不要購買或服用。本地批

發商正全面回收該兩款中成藥，衛生署呼籲市民不要購
買該兩款藥，並已將個案通報內地藥監當局。

該兩款中成藥均由同一個內地製造商生產，其中補
腦 片 用 作 改 善 不 安 和 失 眠 的 徵 狀 ， 註 冊 編 號 是
HKP-00253，由本地持牌中成藥批發商 「豐華（香港
）公司」入口；鼻炎片用於紓緩鼻炎徵狀，註冊編號是
HKP-08747，由本地持牌中成藥批發商 「建國貿易公
司」入口。

衛生署昨日公布，在市場監察行動發現該兩款中成
藥產品受污染，調查顯示，兩款藥均由批發商直接從內
地進口，批發商並無再進行任何外包裝，因此產品在本
地受污染的機會很微。

批發商正全面回收該兩款中成藥，並分別設立電話
熱線供市民查詢，豐華的熱線是3622 1799，建國的熱
線是2379 6886。衛生署稱調查工作仍在繼續，並會密
切監察回收情況。

衛生署發言人稱，急性水銀中毒可引致口部發炎，
如長期攝入過量的水銀，可引致神經系統和腎臟受損；
而 「撲熱息痛」是藥劑製品，一直用作退熱及止痛。衛
生署暫未接獲有巿民服用有關產品後不適的報告。

【本報訊】實習記者胡禮富報道：
港大醫學院首個針對中國人顱內出血康
復者對阿士匹靈處方反應，為期十四年
的研究顯示，阿士匹靈雖有抗凝血功能
，醫生往往會因擔心再次誘發顱內出血
而放棄向病人處方阿士匹靈，但研究人
員指出，只要監察好曾顱內出血的心血
管病人的血壓情況，血壓控制在良好水
平時便不會增加顱內出血復發風險。

港大醫學院於一九九六年五月至二
零一零年二月期間，研究分析了四百四
十位入住瑪麗醫院腦外科病房的顱內出
血患者的情況，每名病人平均會被門診
部跟進五年時間，藉此收集臨床數據。
研究結果指出，在四百四十位病人當中
，有一百二十七名病人在跟進期間出現
心房顫動、冠心病、缺血性中風等心血
管毛病而需服用阿士匹靈，最後當中有
五十六人獲處方阿士匹靈。

研究發現，獲處方阿士匹靈的病人
，其顱內出血的每年復發率為百分之二
點三，與未有服用阿士匹靈病人的百分
之二點二相約。這項首次針對華裔患者
研究得出的數據與二零零六年美國及二
零一零年英國進行的相類似研究結果基
本一致。另外，今次研究同時發現獲處
方阿士匹靈的病人中，其急性心臟病和
缺血性中風的五年發病率，較未有服用
者低五成。

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副教授蕭
頌華指出，研究證實阿士匹靈並非導致
顱內出血的風險因素。他強調只要醫生
在處理曾顱內出血患者時格外小心，控
制好相關的心血管風險因素，尤其是高
血壓情況，向顱內出血的心血管病患處
方阿士匹靈便不會增加顱內出血復發風
險，醫生亦應按病人的需要及具體情況
而處方有關藥物。

【本報訊】下月初就到復活節假期，
今年只需請三日假就可以連放九天，料刺
激港人外遊，尤其是長途旅行。旅遊業議
會指，今年外遊團費平均加價百分之五，
歐洲八天團加價兩成七，遊日信心漸恢復
，團費恢復正常水平，預料生意額較去年
同期增長一成。

驚蟄打小人

港大醫學院研究14年
阿士匹靈不會增加顱內出血

三鳥屍證實帶禽流感

兩款中成藥受污染回收

▼旅遊業議會指，今年外遊
團費平均加價百分之五，歐
洲八天團加價兩成七

資料圖片

性文化節探討多元婚姻
【本報訊】實習記者胡禮富報道：家計會第五屆性

文化節將於本周六、日舉辦，本屆探討焦點為社會觀念
、親密關係、性空間等，並會剖析本港的婚姻制度及校
園政策。今年首度以舞台劇形式提出傳統婚制以外的其
他諸如雙性戀、變性人婚姻的可能性，同時邀請來自台
灣的國際陰陽人組織中文版創辦人前來分享陰陽人的心
聲。

香港性文化節創辦人、香港性教育會副會長吳敏倫
表示，今屆性文化節將首度以阿凡達式幻想世界的舞台
劇《婚禮幻想曲》作為開幕，提出對傳統婚姻制度以外
的其他不同婚制的可能性，包括變性人的婚姻、人與機
器的婚姻、雙性戀者的群婚等五組婚禮來啟發觀眾思考
，探索多種婚制的可能性。

今屆性文化節首次邀請來自台灣的國際陰陽人組織
中文版創辦人丘愛芝前來分享陰陽人的心路歷程。

今屆性文化節將舉行六場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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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牌」鼻炎片

▲ 「中聯牌」安神片

▲四川省旅遊局局長郝康理來港調研
，並與業界商談合作

本報記者林雨燊攝

▲（左起）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助理教授劉巨基、外科學系名譽臨床副教
授呂偉文、內科學系臨床助理教授陳灌豪、外科學系臨床助理教授梁嘉傑、內
科學系臨床副教授蕭頌華及外科學系名譽臨床助理教授浦勤孫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