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訪港旅客持續減少，情況
令人憂慮。正在北京出席 「兩會」
的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旅遊發展局
主席林建岳與國家旅遊局局長李金
早會面後表示，對方關心香港旅遊
業情況，希望能有措施配合香港需
要，提升香港競爭力，又指在 「一
帶一路」 下，內地與香港可在郵輪
旅遊方面合作，他期望國家旅遊局
可協助香港聯絡內地不同港口。林
建岳又透露，旅發局準備在暑假推
出針對小童的優惠，希望吸引高消
費的家庭客來香港遊玩。

林建岳晤旅遊局長 獲支持提升旅業競爭力

11歲以下暑假免費遊港

責任編輯：唐偉雄 2016年3月9日 星期三A3 兩會 聚焦

花絮

大公報記者 朱晉科 楊致珩

中證監 「新掌門人」、
主席劉士余昨日到訪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團，又即場回答
香港記者的提問，這是他自

上月底履新後，第二次在傳媒前公開發聲
。會議開始前，劉士余就走到各個代表的
席前，逐一握手。當有記者向他提出望向
鏡頭的要求時，劉也沒有拒絕，並自嘲自
己年紀大了，照不出好看的相，並笑言自
己2011年去香港時，記者拍他的照片還 「

可堪回首」，但前幾天到訪湖南團後，有
人給他傳回幾張相，連他自己都 「不忍心
看」，引起在座一陣笑聲。

據與會代表透露，劉士余會上與他們
「談笑風生」，「有問有答」，不少代表會

後都爭相要求他一起合照。據了解，在討
論過程中，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某位代
表發言時照着手機上的稿件讀稿，豈料突
然手機什麼都顯示不了。當時劉士余笑言
，大家應該都換國產的華為、小米手機。

林建岳前日下午與李金早會面，並就
香港的旅遊業情況及發展交換意見。他昨
日會見傳媒時引述李金早稱，希望了解香
港目前的環境和需要，讓內地妥善安排，
提升香港競爭力，並讚揚香港與廣州合作
推出 「紅名單」制度，打擊零團費和強迫
購物，是很好的先行先試措施。

兩地郵輪遊可合作
林建岳又提到，在 「一帶一路」下，

內地與香港可在郵輪旅遊方面合作，他期
望國家旅遊局可協助香港聯絡內地不同港
口，例如上海及海南島等。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稱，區內郵
輪市場競爭大，包括內地多個城市亦開始
發展郵輪碼頭，而郵輪旅遊在內地是較新
興的旅遊產品，相信有較大需求，本港需
把握自身優勢繼續發展。他說，要爭取內
地的郵輪市場，最期望內地有關部門可給
予一定的簽證優惠，放寬通過香港前往其
他地方的簽證，香港有關業界本身則要推
出實際的優惠，例如為透過香港過境住酒
店的旅客提供特別優惠。

對於 「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無提到
支持香港旅遊發展，林建岳說，有危必有
機，即使草案無提到，香港也可以在旅遊
方面做多些事。他說，回港後會與特區政
府商討，制定一份有關香港旅遊業的報告
，然後再向內地當局反映。

吸高消費家庭來港
林建岳又透露，旅發局準備在暑假五

、六月，推出11歲以下旅客免費遊香港的計
劃，以吸引高消費的家庭來香港。據了解
，有關的優惠包括小童與父母入住酒店時
加床免費，部分大型景點亦會考慮可讓小
童免費入場，但具體措施仍在討論當中。

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執行總幹事李漢城
稱，業界一直有和政府就此進行討論，形
容 「加床費、早餐費都係少意思」，最重
要是可發揮宣傳作用，並實際吸引遊客訪
港，相信不同酒店有自己的構思。

【大公報訊】記者朱晉科、王嘉傑北
京報道：新任中國證監會主席劉士余昨日
上午出席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小組會議，
這亦是首次有證監會主席參與港區代表的
討論。被問到已拖延多時的 「深港通」何
時推出時，他笑言，問題 「有點刁」，又
指在兩地交易日，主席不能講股市話題，
但他祝願滬深股市發財，港股是 「姐妹花
」。至於如何恢復投資者信心，他建議大
家學習總理工作報告。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昨日上午在北京
飯店開會，討論 「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
，證監會主席劉士余出席。在傳媒拍攝環
節，劉士余主動對記者說，今日是兩地交
易日，他不能講股市話題。當有人大代表
建議劉可以說恭祝香港的話，劉士余就笑
言： 「滬深股市都發財，你放心，還有港
股，這是姐妹花」。

囑記者看總理工作報告
被問到深港通是否會推出，劉士余建

議記者看總理工作報告，當記者追問何時
推出，他說： 「這個問題就有點刁了」。
被問到如何恢復投資者信心，他建議大家
跟他一樣，學習總理工作報告。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團團長譚惠珠會後說，劉士余會
上並沒講話，但偶爾對代表發言有回應，

例如醫療、航空租賃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招商資本總經理

李引泉會後指，劉士余並無談到任何關於
股市的內容，亦沒有提到 「深港通」推出
的時間表。不過，會上大家對香港及內地
兩地金融市場融合的方向是一致的，因內
地需要香港進行融資以及境外的投資。

冀大家買股票勿賣股票
至於其他熱門的話題，例如熔斷機制

、註冊制以及互聯金融，李引泉表示，劉
士余亦沒有提及。同場的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陳勇則表示，劉士余有說到希望大家都
要買股票，不要賣股票。陳勇說，以他的
理解，劉士余這樣講，是希望大家對中國
的資本市場要有信心。

身為滬港經濟發展協會會長的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姚祖輝則表示，在會議上他有
就 「滬港通」的成交額偏低提出建議，希
望實現雙幣交易機制，讓內地投資者買入
港股時不需要匯兌港元。同時，基於A股
的市場較不透明，建議推廣投資者教育，
規範上市公司的管治制度，保障小型投資
者不受欺騙。此外，當局可允許進一步開
放保險公司參與港股通，並立法解決 「滬
港通」中的 「實益擁有權」刺激滬港通的
交投。

深港通何時推 劉士余：有點刁

▲旅發局準備在暑假推出11歲以下旅客優惠，包括部分大型景點擬讓
小童免費入場 資料圖片

【大公報訊】記者朱晉科北京報
道：中紀委今年一月派出紀檢組進駐
港澳辦，組長兼黨組成員李秋芳昨晨
首次列席港區全國政協小組會議。李
秋芳說，中紀委的監督是全覆蓋的，
任何地方都不會有空白。對於如何將
廉潔風氣帶進港澳系統，李秋芳說，
會按照黨規黨法處理。

李秋芳昨日到貴賓樓首次出席港
區全國政協小組會議。會前她接受傳
媒訪問時說， 「中央紀委現在監督全
覆蓋，任何地方都不應該是空白」。
被問及現在有沒有發現港澳系統有腐
敗情況，她回應說，自己剛上任，正
在調研，今天的會議也是參與調研的
一個機會。被問到如何將廉潔風氣帶
進港澳系統，她說，會按照黨規黨法

處理。
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會後表示，

李秋芳會上無發言，只是聽委員們就
各方面發表意見。被問到如何看待李
秋芳首次列席港區全國政協小組會議
，陳永棋說，這反映中央很重視香港
，很多領導來小組聽取意見，是正常
的事。

全國政協委員、工聯會榮譽會長
陳婉嫻說，李秋芳來參加港區全國政
協小組是 「非常好」，顯示中央關心
香港，令她感覺很舒服，作為涉港澳
官員，李秋芳要了解香港情況，來聽
意見是很正常，況且現在香港面對很
多情況。她又說，會上委員的發言主
要圍繞香港年輕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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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秋芳：中紀委監督全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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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昭

學子輕生和極端暴力有關
正當不少市民為近日大學生、中

學生 「三日兩跳」 事件嘆息之際，昨
日，不幸消息又再傳來，一名就讀中
一的十二歲男生從天水圍住所高處墮
下喪生， 「三日兩跳」 變成 「四日三
跳」 ，三條活生生的年輕生命就此結
束，令人能不唏噓、能不痛心。

相關事件，相信都各有原因，表
面看來不離功課壓力和家長管教。如
日前跳樓輕生的中四男生，是本港學
界田徑四乘一百接力賽的冠軍，但讀
書成績 「麻麻」 ，家長可能對此有些
意見，結果男生走不出困境而出此下
策。其實，父母着緊子女學業並沒有
錯，大男孩喜歡跑步而且能跑出佳績
也不是什麼 「大逆不道」 ，這中間，
欠缺的可能是耐性和溝通，需要的可
能是包容和體諒，如果大家都能樂觀
一點，多看正面成績、少看負面問題
，事情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

而在種種 「老生常談」 式的因素
之外，去年九月新學年開始以來，迄
今半年多，已先後發生十八宗中學生

、大學生自殺輕生事件，令人不能不
聯想到可能與近期港人社會充斥的對
立對抗情緒和戾氣暴力有關。

青少年個人意志和抗壓能力已不
是太強，一旦遇上家人 「囉囌」 、學
業欠佳等壓力，很容易就陷入 「看不
到出路」 的躁動心態之中，這時如果
社會是和諧安定與充滿關懷的，年輕
的心大概還能看到一點希望，還會找
可以信任的師長朋友談談；但如果這
時的社會環境，周圍都是怨氣、爭吵
和敵意，議會天天 「拍枱拍櫈」 的大
吵大鬧，就連大年初一晚這樣高興的
日子都會出現暴亂，街道掘起的磚頭
和執法者手上的警棍都是毫不留情的
向 「對手」 打下去，一些人彷彿失去
理智和「瘋」了。失意的年輕人，再碰
上這種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現象，
除了困擾還是困擾、除了失望還是失
望，還能從那裏找到歡樂和希望呢？

就為了這些年輕的生命，還要繼
續搞亂香港社會的人就
請好心「高抬貴手」吧。

井水集

旅遊業謀振興 首要善待旅客
北京 「兩會」 期間，不少與會的

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在會上都
提出了內地訪港旅客人數持續下降、
本港旅業步入 「寒冬」 的問題，要求
內地有關部門予以關注，給予支援。

代表和委員們出於對本港經濟和
旅遊業界的關心，在 「兩會」 上提出
問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所謂 「
求人不如求己」 ，如果港人社會仍像
去年般事事搞對立對抗，把內地訪港
同胞罵作 「蝗蟲」 ，在火車站和街頭
追着內地 「自由行」 旅客踢行李篋、
推倒阿伯、嚇哭小孩，再加上七十九
日 「佔中」 、大年初一晚旺角暴亂
……，內地同胞真是 「同錢有仇」 乎
？為什麼還要花錢來港擔驚受怕、受
氣受辱？全世界旅遊城市的大門都已
經向中國人打開， 「豪」 的去歐洲、
「省」 的去日韓星馬泰和台灣，香港

真的和他們 「有親」 乎？
事實是，上月底發表的特區政府

財政預算案， 「財爺」 曾俊華對本港
旅業的近況和問題是有深入了解的。

旅業向有本港 「四大支柱」 之稱，去
年旅業收入佔本地生產總值百分之五
，相關就業人數達二十七萬，但自去
年開始，外圍因素加上少數人的非理
性行為，還有 「強迫購物」 的陋習，
都使到訪港旅客人數持續下跌。未來
本港旅業需要調整發展策略和模式，
不能只追求人數的增長，而應着重邁
向產品多元化和高增值方向發展，吸
引更多高消費的 「過夜客」 來港。

針對這一情勢，預算案提出了豁
免旅行社、酒店、旅館、食肆、小販
一年的牌照費，還有擴充及增加各項
盛事的規模，包括首度舉辦電動方程
式賽車以及擴大美酒佳餚節、單車節
、七人欖球賽等，同時提升旅遊景點
的基建，藉此吸引更多高質素遊客。

連同旅發局主席林建岳昨日提出
的一系列業界優惠措施，包括隨父母
訪港的小童可以豁免景點入場費、酒
店加床費和早餐費，政府和業界對大
力振興旅業並不是 「空口講白話」 ，
而是已經形成共識和有具體措施的，

只要按計劃做下去，本港旅業有望逐
步走出低谷，重塑 「好客之都」 的形
象，畢竟本港旅業無論是在 「硬件」
還是 「軟件」 、在吃喝玩樂和文化康
體休閒方面，都是有一定優勢和質素
的，關鍵是態度要積極、待客要熱誠
、買賣要 「均真」 ，更不能再讓那些
「本土」 激進分子肆虐，他們今後要

再 「踢篋」 ，市民就應先踢他們的屁
股，制止他們胡來。

事實是，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
日前在京會見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
員時就已經再一次語重心長地指出：
香港在全球、在國家能有今天的地位
，靠的是法治和經濟，並不是靠政治
；中央在堅持 「一國兩制」 方針不改
變、不動搖的同時，特區也必須確保
方針的落實不走樣、不變形，這是雙
向和不能偏廢的，而集中精力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是中央對港的最大期
許和要求，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都必
須為此而作出不懈的努力。委員長的
講話，的確值得全港市民三思。

社 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