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遊客海外消費冠全球

希拉里出回憶錄 引參選總統猜測

▲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2日在華盛頓肯尼迪中心，
出席非政府組織 「生命之聲全球夥伴關係」 的活
動 美聯社

全球數千藏富大戶名單曝光

去年豪花7919億 同比暴升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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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5日
消息：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4日發表聲明說
，中國旅客如今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旅遊消費
來源。受到人民幣升值刺激，中國遊客2012
年在海外旅遊消費額創下1020億美元（約
7919億港元）的歷史紀錄，較2011年的海外
旅遊消費額730億美元（約5667億港元）增
長40%。

【本報訊】據路透社華盛頓四日消息：現
時已經是很多民主黨人心目中下屆美國總統熱
門候選人的希拉里．克林頓，正在寫一部回憶
錄，談論世界問題和她任職國務卿期間的故事
。這也引發更多人猜測她將在2016年參選美國
總統。此時，民主黨已在開始物色奧巴馬總統
任期結束後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希拉里的核心圈子堅稱，她尚未對是否參
選總統作出決定。但這未能阻止一個名為 「為
希拉里做好準備」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成立，這
一組織旨在宣傳希拉里潛在的候選人資格，以
及招募志願人員和籌款。

這將是希拉里第五本著作，它將於明年出
版，屆時她將會到各地推廣該書。回憶錄中將
包括殺死 「基地」組織首腦拉登、推翻利比亞
卡扎菲政權、伊拉克和阿富汗局勢、阿拉伯之
春、與伊朗和朝鮮有關的外交活動、與美國盟
友的關係等內容。

這本書尚未定名，出版商西蒙與舒斯特
公司出席兼出版人喬納森．卡爾普說： 「希
拉里非同尋常的公職生涯，使她對近期歷史
和我們面臨的挑戰有獨到見解。該書還將談
論經濟、能源和氣候轉變、民主和人權、婦
女的重要作用、技術與創新、保健與人類發

展等等。」
合同細節沒有披露。據媒體報道，2003年

希拉里曾經靠回憶錄《活生生的歷史》賺取
800萬美元，她當時選擇的就是西蒙與舒斯特
公司。

希拉里今年2月1日離開國務院時，曾說自
己需要一點時間來休息，以及想辦法幫助美國
和世界各地的婦女和兒童。現在，她又要重出
江湖了。上月，她宣布說，她現在支持美國同
性戀者結婚的權利。當她在2008年爭奪民主黨
總統候選人的提名資格時，她就曾表示支持同
性戀者結婚。

2012年旅遊消費排名
1 中國（1020億美元）
2 德國（838億美元）
3 美國（837億美元）
4 英國（523億美元）
5 俄羅斯（428億美元）
6 法國（381億美元）
7 加拿大（352億美元）
8 日本（281億美元）
9 澳洲（276億美元）
10 意大利（262億美元）
11 新加坡（224億美元）
12 巴西（222億美元）
13 比利時（217億美元）
14 中國香港（205億美元）
15 荷蘭（202億美元）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

世界旅遊組織說，中國海外旅遊的遊客人數，已從
2000年的1000萬增加到2012年的8300萬，令中國成為全
球增長最快的市場。世界旅遊組織認為，這個增加的趨
勢要歸功於城鎮化迅速展開、可支配收入增加和政府放
鬆對國際旅遊的限制。

超越德國與美國
報告說，2005年，中國在境外旅遊消費額排名第7

，但其後陸續超越了意大利、日本、法國和英國。據了
解，中國2011年已排名第3位。隨着2012年人民幣升值
，中國超越此前長期佔據前兩位的德國和美國，成為
世界第一，後兩個國家的境外旅遊消費額接近840億
美元。

雖然報告沒有詳細說明國際旅客的開支類別，但如
果以總消費額除以行程次數，則可見中國遊客平均每程
消費1230美元（約9549港元）。

世界旅遊組織相信，中國海外旅遊的遊客人數預期
將在2015年達到1億，比原先預期的2020年還要早。

如今中國國務院制訂了一項里程碑方案，進一步加
大力度開始發展中國出境旅遊，預期驚人的增長數據將
陸 續 有 來 。 該 方 案 名 為 《 國 民 旅 遊 休 閒 綱 要 （
2013-2020）》，是一幅調整目前全中國有薪假期制度
的路線圖，旨在鼓勵政府機關、社會組織、企業和公共
機構推廣使用假期。重點在於它能給中國員工旅遊的地
點和時間賦予更大的自由和彈性。

中國遊客偏好購物
究竟中國遊客出門會偏好做什麼呢？據香港理工大

學專門研究中國出境旅遊的博士後研究員陳勇（音譯）
博士說，中國遊客偏好購物，這和全球其他遊客不同。

中國出境遊研究所所長王立基博士也有同感。他說
： 「奢侈品在全球其他城市（比中國）便宜20%至30%
。如果你打算花1萬美元購物，但只會花1000美元來買
機票，那麼中國遊客飛往海外購物確實便宜多了。」

他表示，中國人對於自己旅遊的事實感到非常驕傲
，因為年過40的人對 「文化大革命」仍然記憶猶新。他
說： 「這全在一代人當中發生。很多人的父母連鞋子也
沒有。這一切的增長來得太快，快到它仍然記憶猶新。
現在他們正向世界和自己顯示： 『我強大了，我可以只
為自己喜歡而花去5000美元。』」

歐洲觀光官員說，旅館業者、旅行社、餐廳、的士
司機都得經常更新中國菜、加強中國文化和學習說中國
話，以吸引及招徠中國遊客。

俄遊客消費躍居第5
除中國外，俄羅斯的表現也可圈可點。俄羅斯的境

外旅遊消費額在2012年達到430億美元，比上一年增加
32%，從世界第7躍居為第5位。

日本和澳洲遊客也擠進海外花費前10名行列，兩國
遊客花費都有所成長，但意大利與法國觀光客的消費則
下跌，分別下跌6%和1%。

德國和美國的境外旅遊消費各增長6%。英國增長
4%，在主要全球旅遊消費金額來源市場中排名第4。加
拿大增長7%。澳洲和日本也各增長3%。

▲去年聖誕節前，中國遊客在倫敦哈洛斯百貨購物
資料圖片

▼去年11月，一名中國男子在法蘭克福機場的免
稅店 資料圖片

印豆腐渣大樓倒塌 至少45死
【本報訊】綜合中央社、法新社5日報道：印

度孟買衛星城巿塔那一幢興建中的7層高違建大樓
昨晚倒塌，當局表示至少有45人死亡。因為有人
下落不明，預計死亡人數會繼續攀升。

塔那官方發言人馬爾威表示，目前已知至少
45人死亡，69人受傷。死者中至少有7名女性和15
名兒童。

當地警長拉胡凡西表示，警方記錄事發原因
為建築商疏失。他告訴現場記者： 「我們正在尋
找負責的兩名建築商。」

印度國家災難反應部隊官員拉吉希表示，有
超過20人依舊下落不明，仍有3層樓待搜救。他說

： 「這3層樓像三文治一樣擠在一起。搜救非常困
難。」

這幢大樓有些部分尚未完工，罹難者就是住
在大樓內的工人和他們的家屬。

3個多月蓋了7層
《印度斯坦時報》報道，大樓建築商可能未

按規定施工。報道引述當地災害管理單位主管的
話說： 「才3到4個月就蓋了7層樓。因為建築商採
用劣質建材，大樓難逃倒塌命運。」

搜救工作持續進行中。除國家災難反應部隊
，孟買警方也投入約100名警力全力搶救。

【本報訊】據《衛報》三日消息：美國調查性
新聞記者國際聯盟（ICIJ）發表的最新報告，首度揭
露數千名全球匿名富豪在英屬維京群島及其他避稅
天堂所擁有的財富，包括總統、財閥、獨裁者子女
等，預料將在全球掀起一場大震撼。麥肯錫公司首
席經濟學者估計，這些個人財富總額可能高達32萬
億美元。

這些被泄漏的電郵和其他文件多達200萬件，主
要來自離岸金融中心英屬維爾京群島。這些文件的泄
漏，可能給世界各地繁榮的離岸貿易帶來地震式的震
撼。

在法國，奧朗德總統的總統競選司庫和密友讓─
雅克．奧吉耶被迫公開他的中國生意夥伴的身份。此
事發生時，適逢奧朗德深陷在一宗金融醜聞中，事緣
他的前預算部長被揭發在瑞士擁有一個已有20年的銀

行戶口，並且一再撒謊掩飾該戶口的存在。
在蒙古，蒙古前財政部長和副議長說，由於這次

調查，他可能被迫離開政界。上述這兩人雖然互不相
干，卻一起被點名，因為都利用離岸金融中心的公司
來存放資金，尤其是維爾京群島的公司，這些公司通
常都會替客戶保密。

英屬維爾京群島的客戶包括斯科特．揚，他是俄
羅斯大亨別列佐夫斯基的合夥人。現時，揚因在向前
妻隱瞞資產案中藐視法庭而坐牢。

揚的律師則在一家英屬維爾京群島公司中擁有控
制權，該公司擁有莫斯科一個有利可圖的發展計劃，
其價值估計為一億美元。

另一個被暴露身份的人士，是入獄的騙子卡拉斯
基。他利用英屬維爾京群島空殼公司，從英國和愛爾
蘭那些肆無忌憚的銀行獲得破紀錄的七億五千萬英鎊

物業貸款。

涉及多國政府官員
除了英國人通過離岸金融中心來隱瞞資產外，尚

有世界各地政府官員和富裕家族隱瞞資產，包括來自
加拿大、美國、印度、巴基斯坦、印尼、中國、泰國
和前共產黨國家的人士。

《衛報》所見的數據顯示，這些富人的秘密公司
，主要都是開設在英屬維爾京群島。

據估計，富人可能在離岸銀行戶口中存放了超過
20萬億美元。英屬維爾京群島一直是離岸秘密公司重
要開設地，吸引了很多富人。迄今，這個加勒比海小
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在世界各地推廣自己的優勢
以來，已吸納了超過一百萬個離岸實體。這些實體的
擁有者身份，從不會公開。

【本報訊】據新華社洛杉磯4日消息：美國極負盛名的電
影評論家、記者和編劇羅傑．埃伯特當地時間4日在芝加哥因
患癌症去世，終年70歲。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獲悉埃伯特去世的消息後發表聲明說，
對於一代美國人來說，埃伯特就是電影的同義詞。

埃伯特是美國影評界的領軍人物，生前為《芝加哥太陽時
報》撰寫影評長達46年，為電視台主持著名的影評節目長達31
年。他的文章被世界各國200多家報紙刊載，擁有數百萬讀者
，受到業內人士和公眾普遍推崇。

埃伯特對電影有一套獨具慧眼的審美和分析理論，最先發
現了包括大導演史提芬史匹堡、馬田史高西斯和奧斯卡影帝阿
爾帕仙奴、屢獲奧斯卡獎提名的男星華倫比堤在內的一大批電
影人才。他的評價甚至成為衡量一部影片成功與否的主要標誌
，許多電影人都以能獲得他的首肯而感到榮幸。

埃伯特出生在伊利諾伊州一個普通工人家庭，從小酷愛寫
作。大學畢業後，他進入《芝加哥太陽時報》開始撰寫影評。
不過，真正使埃伯特名聲大噪的是他在1975年與《芝加哥論壇
報》影評家吉恩．西斯克爾聯袂主持的一檔電視影評節目，其
獨到的見解引起公眾關注。

埃伯特是一位多產的影評家。他一年平均撰寫306篇影評
，並且採訪影星，為去世的演員擬定訃告和發表時政評論。他
還創作了包括小說在內的20多部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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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殿堂級影評家埃伯特逝世
▲2005年，埃伯特獲荷里活星光大道星形獎章 資料圖片

花旗

【本報記者黃曉敏紐約四日電】曼哈頓聯
邦檢察官巴拉拉4日稱，兩名紐約州眾議員被
控受賄，一名已遭逮捕，一名被迫辭職。這是
紐約州政壇腐敗醜聞在一周內第二次曝光。巴
拉拉稱，這些案件不禁令人質疑，紐約州有多
少法案背後存在着相似的權錢交易？

被逮捕的是紐約州眾議員史蒂文森，現年
47歲，是紐約市最貧窮地區南布朗士選區的州
眾議員。聯邦檢察官的起訴書稱，從2012年7
月份到今年2月期間，州眾議員史蒂文森先後
收受本案另外4名被告超過2萬美元，答應幫助
他們在自己的選區開設成人日間護理中心。去
年7月份起，史蒂文森就開始幫助聯繫房屋局
，愛迪生電力公司架設暖氣等設施，並於今年
1月份推出草案，禁止其他競爭性質的成人日
間中心開張，之後還幫助尋找適合加入該中心
的耆老。起訴書稱，涉案雙方在酒店衛生間和
牛排餐館進行權錢交易。

此案還涉及另一名州眾議員，他負責牽線
搭橋，同樣收受了這幾名商人的賄賂。案發後
，由於該議員願意同調查人員合作，與檢方達
成不受起訴協議，即在案件曝光後主動辭職而
免遭起訴。他還帶着錄音機幫助調查同事。據
信該議員是布朗士選區的民主黨籍眾議員，41
歲的卡斯特羅。卡斯特羅四日在一份公開聲明
中表示，他已配合聯邦檢察長和布朗士地區檢
察長的調查工作，就針對公共貪污受賄的多項
調查案提供線索。他稱史蒂文森的落馬， 「只
是配合所有調查的其中一個結果」。

在記者會上，巴拉拉表示，這是三天來聯
邦檢察官第二次對現任州議會成員提出刑事指

控。這起案件不禁讓人質疑紐約州有多少通過或者即將通
過的法案背後，是否也存在着這樣的錢權交易。這已經是
三天內第二起有民選官員因為受賄被捕。巴拉拉表示，紐
約人不僅要對他們失望，也要對政府普遍存在的、 「肆無
忌憚的」腐敗感到憤怒。這一系列案件表明，紐約州的政
治賄賂現象十分猖獗，奧爾巴尼（紐約州首府）的 「伸手
要錢的腐敗文化」十分盛行。

紐約州眾議院議長蕭華也在記者會後發表聲明，希望
史蒂文森引咎辭職。

美媒選8國為女遊客險地

▲印度救援人員4日在塌樓現場尋找生還者 法新社

【本報訊】據中央社新德里5日消息：美國媒體將印度列
為 「女性旅遊有危險的8個國家」之一，強調針對女性暴力事
件續增，女性旅遊當地應極度當心。

美國雜誌和網站 「財經內幕」（Business Insider）當地時
間3日刊載 「女性旅遊有危險的8個國家」報道說，並不是說女
性不該旅遊異地，或這些國家全境都不安全，但女性旅遊應極
度當心，並要認識當地文化。

文章未說明是否依風險程度排序。依報道順序，8個國家
分別是印度、巴西、土耳其、埃及、哥倫比亞、危地馬拉、墨
西哥、肯尼亞。

報道說，印度觀光業年產值達177億美元，但去年12月16
日新德里巴士輪暴、今年3月15日瑞士女單車客遭輪暴和同月
19日英國女觀光客跳窗逃避強暴等案件，已衝擊印度觀光景
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