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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團減半 表行生意插30%

黃金周不再豪變文化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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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來香港都是購物，去離島旅遊還是第
一次。前日去了大嶼山，經東澳古道步行至大
澳，昨天則來了長洲，感覺長洲非常悠閒，印
象很好，見識了香港另外一面。這次兩日一夜
遊，一行七個人，每人平均花二、三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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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 「五一」 小黃金
周丁旺財不旺。入境處最
新數據顯示，黃金周首日
錄得20.2萬內地旅客入境
人次，較去年同期飆升
14% ， 但 旅 遊 業 議 會 總
幹事董耀中指，內地旅行
團數目較去年大跌一半，
每日只有160多團。傳統
購物區內持續冷清， 「拖
篋」 旅客大幅減少。有尖
沙咀表行透露， 「五一」
期 間 平 均 每 日 僅 出 售 10
隻中檔手表，旅客消費力
大減，估計約滿後要再搬
舖，減低成本經營。旅遊
業人士分析估計，黃金周
酒店入住率較佳，部分酒
店更出現爆滿情況；惟黃
金周已不再 「黃金」 ，內
地旅客以短途旅客為主，
購買力較長線旅客低，及
來港消費模式轉變，會到
西環等舊區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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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陪女友去長洲

▲內地旅行團數目較去年大跌一半，每日只有160多團，傳統購物區內持續冷清

一連三天的 「
五一」黃金周於前日展開
，入境處最新數據顯示，黃金周首日（30日
）錄得20.2萬內地旅客入境人次，較去年同
期飆升14%。不過，尖沙咀、旺角、銅鑼灣
等傳統旅遊旺區，亦未見人潮洶湧景象，瘋
狂購物的 「拖篋」旅客亦銳減，僅有少數旅
客手持購物袋，整體消費氣氛與以往大不相
同；而本港各個出入境管制站並沒有出現大
量人潮過關，秩序良好，輪候數小時才可順
利過關的情況大減。

短途客為主 消費力大減
訪港旅客飆升，但市面零售氣氛仍吹冷
風。位於尖沙咀加拿芬道的歐亞鐘表於三年
前零售業興旺時開業，但現時銷情慘淡，負
責人關國春稱，已艱難經營數月，對 「五一
」黃金周銷情不抱有期望，預計將按年下滑
30%。他透露，首兩日人潮比平日增多，但
消費力較弱，無論數量及購買力均較往年遜
色，平均每日僅售出八至十隻手表。他續稱

，現時月租30萬元以上，仍有一年租期，若
業主不減租，租約結束後或會遷移店址。

對旅客不友好令情況惡化
香港表廠商會榮譽會長劉展灝亦稱，雖
然市面人潮明顯增加，但效益甚微，首兩日
銷情均遜色於去年同期，預計今年按年下滑
30%或以上。他透露，現時貴價名表銷情甚
差，已很久沒有補倉入貨，直言 「好難有機
會入新款」；而中檔手表銷量亦出現一定的

長洲商戶嘆生意難做
【大公報訊】記者謝進亨報道：適
逢五一勞動節三日連假期，加上昨午長
洲舉辦 「搶包山」選拔賽，不少市民及
旅客選擇到島上觀光。惟受經濟下滑，
內地旅客減少影響，有島上商戶大嘆，
生意較去年同期跌三成，期望太平清醮
當日天氣放晴，帶旺生意。
昨日中午起，中環碼頭外排隊候船
進入長洲的人龍不斷。直至下午五時許
，大批市民陸續離開，每逢有航班駛近
長洲公眾碼頭，近百人的人龍均排至長
洲大街上。新渡輪表示，截至傍晚六時
，錄得兩萬人次由中環前往長洲，由長
洲往中環則有1.5萬人次。
有平安包精品店今年推出 「平安包
猴子公仔」吸客。負責人林小姐表示，

自去年起，訪島的內地遊客持續減少，
昨日街上看似人頭湧湧，但較去年人潮
跌近兩成，估計今年 「五一」檔期生意
跌近三成。她稱太平清醮當日若天氣欠
佳，生意額恐較往年減少三至四成。
永佳度假屋負責人關先生表示，以
往 「五一」檔期的房間早於一、兩個月
前已訂滿，今年房租雖然已下調10至
20%，但截至昨日，仍有兩成房間未租
出。
售賣平安包的 「康蘭餅店」負責人
郭先生透露， 「今年（五一）人潮同去
年差不多，生意僅比平時周末好少少」
。太平清醮當日已準備製作近一萬個平
安包，而由於成本上升，平安包將加價
一元，每個售九元。

爭勞工權益遊行

反對派搞事
【大公報訊】工
需要築成人鏈，將他
聯會遊行期間，有
們帶回行人路，並
反對派人士企圖衝
分隔搞事者及遊行
出遊行通道，正面
人士。遊行結束後
衝擊遊行隊伍，工
，工聯會於政府
作人員及警員即時
總部東翼門外集會
出手阻止，並將他
，搞事分子仍窮追
們與遊行隊伍分隔
猛打 ，於中信大廈
， 現場氣氛一度緊張
天橋上大聲叫嚷，干
。帶領遊行的立法會議
擾集會，現場警員則在
員郭偉強直言，工聯會
場戒備。
▲有反對派人士於中信天橋上
一直以來為勞工踏實工
對於有反對派人士
叫喊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作，非反對派三言兩語
的激進行為，意圖衝擊
可以打擊，批評有人藉爭取勞工權益場 工聯會的遊行，郭偉強稱，工聯會一直
合來表現自己，是自私表現。
是最堅實的勞工聯會，過去亦有人想打
工聯會遊行隊伍昨日於修頓球場出 擊，或針對工聯會的行動，但無礙工聯
發，到達分域街及軒尼詩道交界時，參 會繼續努力做實事。他指出，工聯會過
與違法 「佔中」的 「小麗教室」劉小麗 去每年遊行，均會有小撮人在行人路旁
與數名男子手持大型橫幅，從行人路衝 呼喊，今次則是迎面衝擊，郭偉強批評
出遊行通道，大聲指摘工聯會。工作人 ，若有人要在爭取勞工權益場合中，做
表演」，是自私行為。
員及警員隨即勸喻他們返回行人路，但 一場個人 「
他們繼續叫喊，不理會警方勸告，警方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五一」三天假期選擇來香港，主要是因
為香港位置較近，比起去外地，簽證也比較方
便。以前來了香港很多遍，市區很多地方也去
過了，知道女友沒去過長洲，所以才來。三日
兩夜預計每人只花三千元。

跌幅。
劉展灝認為，除經濟因素影響內地旅客
來港消費意欲外，本港早前連串對待旅客不
友好事件亦影響遊客對香港態度，加劇情況
惡化。
旅遊業立法會議員姚思榮稱， 「五一」
小黃金周僅有三日，適宜短途旅客來港遊玩
， 「尤其是廣東省旅客見到酒店房價平就可
以即時決定前來。」他透露，黃金周首兩晚
酒店入住率均在80%以上，更有不少酒店出

現爆滿情況。不過，短途旅客消費力較低，
並非以購物奢侈品為主，坦言 「現時黃金周
已不再 『黃金』。」
姚思榮又稱，因不少短途旅客已數次來
港，傳統旅遊旺區如尖沙咀、旺角、銅鑼灣
等並非首選，故人潮明顯較以往減少；及會
選擇前往其他地區遊玩，令旅客分散，不再
集中在傳統旺區。同時，不少旅客不再以購
物為來港主要目的，而是來港感受地道文化
，會前往香港大學、西環，或舊區遊玩。

六屆包山王首名晉級
▲林小姐表示，自去年起訪長洲的內
地客持續減少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搶包山」比賽昨午舉行選拔賽，12
名決賽健兒誕生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大公報訊】記者謝進亨報道：
長洲太平清醮壓軸項目 「搶包山」比
賽，昨午舉行選拔賽，12名最後入圍
決賽的健兒，包括四名歷屆 「包山王
」及 「包山后」，將於下周末的 「搶
包山」一決高下。六屆 「包山王」郭
嘉明更憑首名姿態晉級，成為冠軍大
熱。
選拔賽昨日於長洲北帝廟遊樂場
足球場舉行，12名健兒從65位參賽者
中脫穎而出，當中包括九男三女。連
續11屆出賽、曾六度封王的郭嘉明，
昨日成績為8秒86，稍慢於去年的8秒
20；2011年 「包山王」張文翔去年選
拔賽以7秒98奪得首名，今年以9秒30
居第三；2012年 「包山王」郭俊賢則

排第六。女子組方面，三屆 「包山后
」黃嘉欣以12秒49首名出線。
郭嘉明稱，今年包山架上的竹片
排得明顯較以往密集，表現稍受影響
， 「（時間）慢咗少少」，但對初賽
的成績感到滿意，認為昨日沒有下雨
，有助發揮。他又指，首名出線令他
感到壓力，但會盡量放鬆心情及休息
，以最佳狀態迎戰，而去年賽事因天
雨取消，期望今年天公造美。
黃嘉欣稱，昨日成績不錯，過程
順暢，能以女子組首名出線，有信心
今年拿下女子組冠軍。她又指，因去
年結婚，希望今年所有事都做得好一
點，包括攀石比賽，對於搶包山比賽
會以平常心完成賽事。

工聯會明起網上收集標時意見
【大公報訊】記者張月琪報道：標準
工時委員會六名勞方代表已退出委員會，
勞方代表之一吳秋北昨稱，多個工會正收
集會員意見，工聯會明天（3日）開始進行
以網上問卷作諮詢，期望於兩、三個月內
整合全部資料，將意見提交特首。對於勞
工團體昨日遊行的多項訴求，政府發言人
回應表示，一直因應香港的整體社會及經
濟發展的步伐，以及在平衡僱員利益與僱
主負擔能力的情況下，致力改善勞工福利。
標準工時爭議持續，反對派批評勞方
代表退出，令立法無望，不過，六名勞方
代表正是經兩、三年討論後，仍未見任何
進展，為免被批 「出賣工人」，果斷地退
出委員會，自立門戶諮詢工會。據了解，
勞方期望工會自行做的報告，可比委員會
的報告更早遞交。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昨
日表示，正與其他勞方代表，向各自不同
工會收集有關標準工時立法的意見，工聯
會明日起會設立網上問卷，向工友收集意
見，期望於兩、三個月內整理好資料，將
勞工意見交給特區政府。

▲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勞方續爭取劃一假期
標準工時委員會主席梁智鴻昨日出席
電台論壇時，再次呼籲勞方代表重返談判
桌，又指次輪諮詢方向之一，即 「小框」
，是循標時立法方向，並無違背去年3月18
日協定。勞方代表梁籌庭指，勞方感到資
方態度強硬，認為即使再留在委員會亦不
能爭取標時立法，故在無可奈何下退出。

資方代表劉展灝透露，首輪諮詢時，
逾90%僱主僱員均認同，列明工時及 「補水
」的合約工時可保障勞資雙方，不理解勞
方為何不尊重數字，他亦不同意僱員被指
在訂立合約工時上，沒議價能力及不受保
障。梁籌庭則反駁，勞方從未承認合約工
時，又批評資方扭曲事實。
另外，勞顧會將於下周討論將勞工假
期及公眾假期劃一17日假期，吳秋北指，
資方於經濟環境轉差時，將所有議題都看
得非常消極，假期問題亦不例外，但他強
調，勞方必定會繼續爭取劃一17日假期。
政府發言人昨回應遊行訴求，表示勞
工團體關注的多項具爭議性議題，包括標
準工時、退休保障和取消強積金對沖等，
皆正積極探討中。發言人回應指，當中標
準工時委員會剛於上星期就探討中的工時
政策方向展開第二階段諮詢，聽取社會各
界的意見，以便委員會稍後向政府提交全
面的報告；扶貧委員會亦正就退休保障進
行公眾諮詢，強積金對沖亦是諮詢中的一
個重點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