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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遊客趁新春假期隨旅行團
來港旅遊，卻接連爆出 「旅巴」
等住宿安排問題的醜聞，破壞香港
「旅遊天堂」 美譽，事件發生至今
4天，負責接待的世通假期繼續 「
龜縮」 兼大話連篇，負責人王永堅
無視旅遊業議會連日來的傳召，昨
又以報警落口供為理由，拒絕現身
交代事件始末。在旅議會羅列證據
下，仍然否認與前晚7人旅行團被
安排入住賓館4人房事件有關。旅
議表示，世通假期若在下周三前仍
未解釋事件，有權取消其會藉，變
相吊銷牌照，不得再經營旅行社。

本報記者 李盛芝 林曉晴

港旅業監管不力港旅業監管不力
專員促收緊十招專員促收緊十招

旅議怒發最後通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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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深圳的36人旅行團，年初三
抵港當晚有逾20人要在旅巴過夜

訪港旅行團已解散，團友返內地

7名旅客年初四由深圳抵港，第2天
不滿被安排入住旺角3星級賓館，報
警後獲安排入住大角咀酒店

團友鄧國華不滿世通未有提供酒店
、被迫在郵輪及旅巴過夜而跳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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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林曉晴報道：旅遊
業是本港重要經濟支柱，但日前爆出世
通假期事件，再次令香江蒙羞。旅遊業
議會曾在2011年初推出 「十招」規管業
界，但十招成效不彰，以往亦曾發生旅
行團被安排入住冒牌旅館，內地客投訴
旅行團貨不對辦等事件。署理旅遊事務
專員羅淑佩昨日表示，將要求旅議會研
究如何收緊十招，並向就來港內地旅行
團接連出現住宿安排失誤，向受影響的
旅客致歉。

旅遊專員昨公開道歉
香港現時就旅遊業界的監管行雙軌

制度，由旅行代理商註冊處負責簽發旅
行社牌照及監察其財務狀況，並由香港
旅遊業議會負責行業自我規管，一直予
人 「自己人管自己人」感覺。事實上，

本港曾發生多次內地旅行團糾紛，在
2010年6月，前國家乒乓球隊選手陳佑
銘因在珠寶店內與導遊爭執，引致心臟
病發猝死，客死異鄉。而在之後一個月
發生的惡導遊「阿珍事件」，更令全城關
注「零團費」問題，事件中女導遊李巧珍
，因不滿內地零團費旅客購物少，大罵
旅客，被旅客拍下放上網，事件在國內
廣泛報道，嚴重影響香港旅遊業聲譽。

旅議會遂急推十招規管業界，包括
導遊及旅行社計分制及 「一團一導遊」
、引入香港地接社違規記分制等，但十
招推出不久，即發生 「阿蓉事件」，女
導遊林如蓉向遊客解釋購物安排期間，
與安徽遊客張勇夫婦打鬥，事件令剛實
施十招的旅議會被 「剃眼眉」。

雖然十招曾見成效，在2011年的「
十一黃金周」，首次出現「零投訴」情況

，但過後仍然發生多次內地客糾紛事件
，如在2012年4月，曾有電視台踢爆旅
行社安排旅客入住冒牌旅館，而在同年
暑假，在一個月內亦發生2宗涉內地旅
行團滯留街頭事件，兩個內地團均懷疑
因購物金額未達標，被安排入住時鐘酒
店，旅客認為貨不對辦，並報警求助。

為改變 「自己人管自己人」局面，
政府決定成立旅遊業監管局，但立法需
時，預料約2至3年後才可正式運作，而
早前爆出的世通假期事件，顯示在旅監
局成立前，業界存在的監管漏洞。

署理旅遊事務專員羅淑佩昨日表示
，已要求旅遊業議會研究如何收緊十招
，並會特別針對在新春或黃金周的旅客
高峰期，如何確保旅行社在接團前有為
旅客安排住宿，另外，亦會研究在旅行
社提供資料時，旅議會如何去核實。

隨時釘牌

【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對於新春
期間接連出現內地旅行團在港獲安排不當
的事件。香港入境團旅行社協會主席謝淦
廷表示，呼籲內地旅客要透過有信譽的旅
行社報團。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表示，政府
正檢討自由行政策，會考慮香港的承受能
力等因素，但認為難以一刀切為自由行人
數設上限，他希望做好資源調配，給旅客
良好體驗。

謝淦廷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來
港的內地團要經本地接待團接待，但有導
遊利用灰色地帶，自行接待內地團，亦即
行內俗稱的 「野馬旅行團」，沒有負責的
旅行社，也可能沒有保險。他指出，一年
有逾千萬旅客來港，行內自不免有害群之
馬，有關方面目前未能監管，呼籲內地旅
客要透過有信譽的旅行社報團。

旅遊業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認為，世
通假期事件只是個別情況，但希望旅遊業
議會加強抽查和檢討監察制度，香港旅行
社在接待方面有必要進行檢討。他並指內
地旅客跟團抵港後便解散或由個別的本港
導遊帶領的情況，有上升趨勢。經過今次
世通事件，旅遊業議會和旅行代理商註冊
處應加強溝通，巡查無牌旅行社和導遊，
進一步保障旅客。

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出席電台節目
時稱，新春黃金周對遊客設施的需求量大
，近日發生的不愉快事件只屬個別情況，
長遠而言，本港需在酒店賓館、旅遊景點
以至關口設施做好策劃。他認為香港作為
打開門做生意的城市，盡量不應採取鎖港
政策，如有必要，可在旅客高峰期與內地
部門商討入境數字。

當局檢討
港接待能力

【本報訊】年初三抵港後 「
旅巴」的內地旅行團，其中20多名
團員是透過東莞市 「訊通旅行社」
包團，旅行社表示他們在廣東的行
程並沒問題，但來到香港就出事，
已經賠償合共1萬元。

東莞市 「訊通旅行社」業務經
理曾平剛昨日表示，該20多名團員
來自東莞與重慶，以5萬元包團，
在廣東省旅遊後，再到香港玩4天
，但在港的住宿出現問題，該公司
已向團員賠償。

東莞市旅遊局辦公室人員蔡先
生表示，涉及的 「訊通旅行社」並
無出境遊牌照，所以將團交給深圳
中青旅安排，初步認為沒有違規。
至今亦未有收到團友投訴。

至於前晚被安排入住旺角一間
賓館的內地旅行團，7名團員來自
兩個不同家庭的湖北及江蘇內地客
，各人以1500元人民幣參加深圳國
旅主辦的 「港澳品質4天遊」，由
「世通假期」負責接待，行程包括

到金紫荊廣場、迪士尼樂園及海洋
公園遊玩，並註明入住3星級酒店
，但前晚旅行社以訂不到酒店為理
由，安排他們入住旺角一間賓館，
7名男女要共住一個4人房。

團員徐先生一家3口來自遼寧
，他稱該團已更換四名導遊，行程
被縮減，他很後悔來香港旅遊。徐
太形容行程是整天在 「東奔西走」
，前日整天沒吃過飯，晚上安排的
賓館，衛生情況惡劣。徐先生說：
「吃的我們都知道吃不好，這倒無

所謂，但住的條件確實跟我們當初
溝通協議時不一樣。」他們昨日早
上被一名自稱並非 「世通假期」的
黃姓導遊，安排入住另一間時鐘酒
店。

▲ 胡兆英稱會在今
天繼續聯絡世通假
期大股東兼董事王
永堅安排見面

本報記者
黃洋港攝

▲世通假期辦公室昨日繼續關門

農曆新年春節假期間，懷疑涉及世通
假期的5宗住宿問題投訴的內地團，世通假
期至今只承認3宗跟他們有關，包括第一宗
原先入住青衣酒店，但因房間不足而要在
旅遊巴過夜的旅團，及另外兩個已返回內
地的旅行團。

世通報警稱「被冒名接團」
至於有團友不滿先後要在旅巴及郵輪

過夜而跳海的旅團，及日前7名來自湖北及
江蘇的內地客，被安排入住4人房的事件，
世通假期均否認與其有關，更指7人團是有
人假冒他們名義接團，並已報警處理。

警方昨晚回覆本報查詢時表示，昨日
早上有一名52歲王姓旅行社負責人報案，
表示早前一個由內地來港的旅行團有團友
不滿在郵輪留宿，報案人指該旅行團並非
由其旅行社接待，他懷疑有人冒認旅行社
接待旅客。警方暫列作求警協助案處理，
案件現正由九龍城警區刑事調查隊第2隊跟
進調查。

旅議無跳海旅團資料
旅遊業議會主席胡兆英昨日召開記

者會表示，有人跳海的旅團，議會並無
該團的資料，所以未能證實是否跟世通
有關，已向內地相關部門跟進。不過，
議會翻查記錄，發現7人團的確由世通
登記，而旅客手上的行程表印有 「世通
假期有限公司」字樣，但牌照編號卻顯
示為 「鵬城康輝旅行社（香港）有限公
司」。

胡兆英指， 「鵬城康輝旅行社的登

記股東張洪海，亦是世通假期的註冊負責
人，而行程表上的團號、導遊名稱及電話
、負責人名稱都跟世通登記的合，不排
除兩者有關。」議會原定昨日下午三時許
約見世通假期大股東兼董事王永堅，要求
交代涉及他們的3宗投訴透過內地什麼旅遊
機構接團，及出現 「羅生門事件」的7人內
地團來龍去脈，惟對方昨日五時半才爽約

，指仍在警署落口供。胡兆英對此感到失
望，並會在今天繼續聯絡對方安排見面。

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表示，因議
會未有就7人內地團收到投訴，因此議會只
在前日（14日）就世通假期承認3宗跟他們
有關的投訴，發信要求他們解釋，並將資
料轉交警方和國家旅遊局跟進， 「若本月
20日前7天限期內世通仍未有解釋，議會有

權取消其會籍，即不得再有牌照經營旅
行社。」

事件通報國家旅遊局
在春節期間，世通共接待40團來港

，涉及1200名旅客，當中，11團共320
名旅客仍在本港。旅遊業議會會要求世
通提交有關旅團入住的酒店資料及酒店
確認信，保證不會發生住宿投訴問題。
胡兆英表示，新春期間共收到80多宗住
宿投訴，他強調，現時的旅行團登記制
度有效完善，如果沒有此制度，則無法

知道上述投訴事件屬於世通。
署理旅遊事務專員羅淑佩認為，發生

住宿投訴是不能接受，當局會嚴肅跟進處
理，並已聯絡國家旅遊局，國家旅遊局高
度重視今次事件，將聯絡內地相關部門調
查。由於事件可能涉及有人經營無牌旅行
社，旅行代理商註冊處已經報警，將有關
事件的導遊提供的資料、旅客提供的資料
等，向警方反映。

國家旅遊局昨日確認，早前在旅遊巴
及郵輪過夜的旅客，並非經內地認可的深
圳國旅報團，廣東省旅遊局會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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