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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台港澳

2016年接近尾声，根据目前公布的数
据，今年前10个月访港游客数量同比下跌
5.7%，其中占总量七成以上的内地游客下
跌8.2%。香港立法会旅游业界议员姚思荣
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全年访港游客数量
将下跌5%左右。

内地客少让“凛冬已至”

近两年来“反水货客”、“占中”、“暴
力赶客”、“旺角暴乱”等一系列事件重创
香港旅游业，2015 年访港游客下跌 2.5%，
这是非典以来的首次缩水，让香港旅游相
关业界惊呼“凛冬已至”。

游客数量的下跌，让与旅游业息息相
关的零售业受到巨大影响，10 月初步数据
显示总销货价值同比下跌 2.9%，这也是香
港零售额连续第 20 个月下跌；海洋公园
2015 至 2016 年度入园人数下跌近 20%，出
现非典后的首度亏损……

分析这些数据，内地游客的减少是将
香港旅游相关行业拖入“凛冬”的主因，
姚思荣表示，“反水货客”、“占中”等事
件严重损害了香港“好客之都”的形象，
降低了包括内地游客在内的访港意愿，而
今年大年初一“旺角暴乱”的发生，是造
成今年跌幅继续扩大的导火线，让很多内
地游客担心人身安全。

除了这些造成负面影响的事件，姚思
荣还认为有其他多重因素拖累香港旅游
业，比如深圳居民赴港“一签多行”变为

“一周一行”、人民币大幅贬值、周边国家
和地区针对内地游客的优惠政策、内地消
费者购物习惯的改变等。

业界对前景保持乐观

虽然困难重重，但是业界对未来前景
保持乐观。今年在香港举行的“‘一带一
路’再出发——2016 国际旅游新商机论
坛”上，亚洲旅游交流中心主任李建平表
示，“一带一路”建设为旅游业发展带来
了空前机遇，香港是“一带一路”建设的
重要节点，具备独特区位优势、开放合作
的先发优势和服务专业优势，能够发挥重
要作用，香港旅游业在“一带一路”大背
景下将迎来新的动力。

姚思荣也表示，可以看到下半年内地
游客跌幅有所放缓，这与香港旅游的气氛
有所改善有关。他说，香港市民已经深深

感受到此前一些“赶客”行为对香港经济
带来的影响，那些企图挑拨两地矛盾的一
小撮人失去了搞事的空间，针对内地游客
的“赶客”行为少见了，对内地游客来港
持负面态度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社会整体
是欢迎内地游客来香港的，相信以后情况
会越来越好。

特区政府今年向香港旅发局拨款 2.4
亿港元，以促进旅游业平稳、健康及长远
地发展，向多元化及高增值方向迈进。旅
发局除了加强在海外和内地的宣传，还举
办了一系列包括“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香港国际七人橄榄球赛、国际汽联电动方
程式锦标赛、香港网球公开赛、香港高尔
夫球公开赛等文体活动。

姚思荣表示，这些宣传和活动的举办
是有一定成效的，今年前10个月来自日韩
和东南亚的过夜旅客有所增长，未来随着
进一步宣传和更多大型活动的举办，相信
会吸引更多海外旅客。

赢回“好客之都”美誉

针对强迫购物、黑导游等损害游客利
益和抹黑香港形象的行为，香港特区政府
即将成立旅游监管局，专门负责规管旅行
社及旅游从业人员，从加强行业规管和执
法上来解决问题。香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
董耀中表示，支持由法定机构来规管旅游
业，有利于维护香港形象。

姚思荣表示，良好的治安、便捷的交
通、物美价廉的商品、高质量的服务、优
美的自然风光、中西交汇的独特文化等，
都是香港旅游业具有巨大吸引力的优势，

保持好这些优势，赢回“好客之都”的美
誉，香港旅游业一定会迎来春天。

他还表示，随着以后几年广深港高
铁、港珠澳大桥和机场第三跑道的投入运
营，将更方便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
香港，为香港带来更多客源。

作为香港的重要景点，海洋公园和迪
士尼也在进行扩建和更新园内娱乐设施，
以提升自身竞争力。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
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樑 11 月 28 日表示，
迪士尼扩建及发展计划将从 2018年开始，
到2023年结束，差不多每年都会推出新设
施，设施总数将从目前约 110 项增至逾
130项，增幅超过18％。

海洋公园则表示，港铁南港岛线 （东
段） 及海洋公园站将于 12 月 28 日启用，
届时游人将可更快、更便捷地抵达海洋公
园，有助推动公园的整体入场人次；公园
有计划于2017年推出夜游活动，延长营业
时间，并以全新的餐饮配套和较低价钱的
夜场门票，吸引游人晚上进园；海洋公园
还将开幕新的酒店，建造全新的全天候水
上乐园，进一步加强海洋公园的整体设施
配套，为本地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带来
日与夜不同观感的景点设施。

另外，由旅发局主办的新年倒数烟花
汇演将于 12 月 31 日晚在维多利亚港和港
岛多幢建筑物举行，这也是旅发局首个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
周年的活动。今年的汇演长达10分钟，海
面还会首度引入特别灯光效果，令汇演更
加精彩。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谢希语 周
雪婷）

“台湾青年毕业找工作，投递履历
获得通过或被刷下来，好多都不知道为
什 么 ， 也 不 知 道 履 历 的 优 缺 点 在 哪
里。”Himelight履历平台联合创始人翟
厚翔对记者说，台湾学生对于人力资源
市场的资讯落差很大，创办履历网站，
便是希望为其提供实际指导。

“我们线上有基本的履历撰写概述
和操作指导，线下现在每个月至少有 4
场讲座，全台湾已经跑过数十间大学，
在学生中比较有影响力。”翟厚翔说，
团队还在大陆的北京大学等高校开过讲
座，并尝试连接两岸实习与就业市场。

专业履历一键输出

打开 Himelight 履历网站，根据提
示步骤操作，便可获得“专业履历一键
输出服务”。此前复杂的字型、排版、
架构以及格式等问题都不再让人头疼，
只需按照不同条目旁的引导建议，依次
填写相应的信息，再轻松按下网页上的

“输出”键，一份符合世界500强企业等
级标准的履历，便摆在了眼前。

“如果满分是100分，我们希望帮助
撰写者把只有二三十分的履历，提升到
80分以上。” 翟厚翔说，网站既可以生
成纸版格式的履历，供用户打印携带，
又可在该信息基础上，通过添加图片和
影片，生成个人线上页面，实现“虚拟
和实体同步进行”。

通过参考台湾、大陆等高校职业生
涯发展中心的指导手册，分别咨询各行
业人力资源主管并请其作为平台顾问，
从产业到岗位逐层细分剖析，充分掌握
招聘方需求，翟厚翔及团队伙伴致力于
提供专业化的指导和服务。

翟厚翔说，网站从测试上线至今不

到一年半，“大约有2.5万名使用者，已
协助制作超过 5 万份履历”。线上会提
供基本的指导，针对不同的行业，也会
进入台湾高校开展履历撰写讲座，并请
该校的师兄师姐一起分享求职经历和职
场感悟。

展示项目对接人才

翟厚翔是个“90 后”，从台湾辅仁
大学资讯工程学系毕业后，两年前和几
名创业伙伴共同创立科技公司，不久后
便推出了履历平台。“线上线下的履历
整合，台湾也没有几家在做，我们算是
最大的一家。”翟厚翔说，希望从履历
做起，找到对接求职者与人才市场的方
式。

“平台上还在做台湾新创企业的招
募，现在大约展示了 250 家的相关信
息，对这些企业感兴趣的人通常比较活
跃、有创意，刚好也是我们的目标用
户。”在翟厚翔看来，台湾的市场较
小，限制规定也较多，在当地做互联网
创业，如果没有向境外市场延伸，很难
获得长久发展。

“在台湾找早期创业资金比较难，
台湾投资者对于互联网创业者或相对早
期团队的支持度不高。因为业界流行一
句话，稳定、持久、可量化，我才投
资。这是以传统制造业起家的思维，跟
互联网企业发展的曲线是不同的，用来
评估创意的话，可能没那么合适。”翟
厚翔说，“在大陆找资金相对容易一
些。”

“以我们产品的性质来说，大陆是
发展的首选。”翟厚翔所在的团队，
如今正与北上广深等地的创业孵化器
谈合作。“孵化器下面有非常多的团

队，他们会有人才需求，可以把台湾
人才嫁接过去。我们也在考虑是否把
自己的创业团队转移到大陆去，希望
等到在台湾发展稳定后，再没有后顾
之忧地去大陆。”

求职信息流通两岸

虽然年龄不大，翟厚翔已是创业比
赛领域的“老将”，单在大陆就有十来
场的参赛经历。早在高中时期，他便在
桂林参加过企划比赛，与大陆和香港的
学生有过交流。翟厚翔父亲的生意有一
部分在上海，经常往来两岸，受父亲影
响，他对大陆更觉熟悉。

去年 6月的大陆多地参访经历，让
翟厚翔与两岸商人、创业青年有了深度
交流，也让他认识到，“大陆有很多机

会和资源是台湾所没有的，回台湾却发
现没有平台做这样的信息发布”。

“后来我们开始在台湾开讲座，介
绍大陆的实习和参访机会，在大陆工作
和创业的年轻人也会来分享，发现台湾
青年其实很感兴趣。”翟厚翔认为，只
要资讯透明公开，台湾青年还是比较愿
意去大陆锻炼的，无论是否在大陆久
留，都是很好的经验学习。

“我们接触到的很多台湾年轻人对
大陆的工作感兴趣，可是没有方向，
会有很多顾虑。其实大陆相关单位会
有一定的保障措施，地方上也会提供
补 助 。 我 们 想 把 这 一 块 给 连 接 起
来。”翟厚翔说，“大陆的创业团队想
来台湾尝试，也没有相应的信息和管
道，我们同样愿意提供帮助。”

（本报台北12月26日电）

台湾青年创业那些事之三

点亮履历 连接你我

台湾创客：“打通”两岸求职信息
本报记者 张 盼

图为Himelight履历团队在台湾政治大学做校园推广。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香港旅游业

“寒意”中期待破冰迎春

香港一家
商场近日展出
一个以 1.8 万
只气球组成的
圣诞装饰，营
造出浓浓圣诞
气氛。图为滑
冰艺人在巨型
气球圣诞装饰
前表演。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新 年 即 将 来
临，台湾戏曲中心
和多家剧团合作，
将上演传统戏曲、
木偶戏、儿童剧、
音 乐 剧 等 多 场 演
出。图为台湾戏曲
中心近日举行新年
文化开幕演出式。

新华社记者
朱 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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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历来以一个中国原则
处理台湾对外交往问题

本报北京12月26日电 （记者任成琦） 针对有记者
问，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政府12月21日宣布同台湾断绝
所谓“外交关系”后，12月26日中圣普复交，对此有何
评论？这是否意味着大陆对台结束“外交休兵”？国台办
发言人安峰山26日应询表示，外交部发言人已表明我们
的立场和态度。我们历来以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对外
交往问题。任何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企图注
定失败。历史趋势不可阻挡。

据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赵博、李凯） 12 月 25 日下
午，数千台湾民众游行到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场所前的
大道，抗议民进党当局有关日本核灾地区食品进口政
策，坚决反对核灾区食品进口。

当天上午，也有近千台湾民众在台行政管理机构举
行的新北市日本核灾区食品开放与否公听会的场内场外
进行抗议，表达不满和愤怒。

这两场游行和抗议活动都由中国国民党发起。台北
警方估计，下午的游行示威有近5000人参加。游行人群
举着“拒吃核食，还我食安”“我的小孩不能吃核食”“7
成4反对核灾食品”“黑箱作业，利益交换”等标语，行
进到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场所前的大道上坐下，吹喇
叭，敲打锅碗，高喊台地区领导人下台、“谁挺核食，我
罢免谁”等口号。

参加游行的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质疑民进党当局“黑
箱作业”，不晓得和日本交换了什么，却要牺牲民众健
康，她表示要抗争到底。

当天上午，台行政管理机构在新北市举行有关日本
核灾区食品开放与否的公听会，近千台湾民众在会场内
外抗议，谴责民进党执政当局不顾民众健康、执意开放
核灾食品进口，质疑公听会是走过场、“缓兵之计”。

2011年日本大地震期间发生福岛核泄漏事件。当时
的中国国民党执政当局以民众健康和生命安全为由，宣
布禁止福岛、栎木、茨城、千叶、群马等5个核灾县出产
的食品输入台湾。 今年民进党当局上台后，不顾民众反
对，提出开放福岛等 5 个核灾县的食品进口。11 月，台
行政管理机构不顾相关规定，火速于12日至14日在全台
各地举行10场“日本食品输台”公听会，结果造成民众
强烈反弹，听证会变成“全武行”，台当局被迫宣布今年
底到明年初加开4场公听会。

根据岛内多项民调显示，70％以上的民众不赞成开
放日本核灾区食品。面对岛内民众强烈反对和抗议，加
之发现核灾地区食品管理漏洞，台行政管理机构本月 16
日表示，“开放没有时间表”，这意味台当局将暂缓日本
核灾地区食品开放。

台民众举行反核食游行

据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付敏） 12 月 24 日，
一场以“向阳传情·艺传千里”为主题的慈善义
卖活动在桃园长流美术馆开幕。来自大陆的知
名画家曾成聪、台湾知名画家游守中，分别捐
出自己的作品义卖，所得收入将用于帮助台湾
弱势青年。

据介绍，本次慈善义卖共有 63 幅精心创作
的作品，包括曾成聪的 33幅关公作品以及游守
中的 30 幅油画作品。曾成聪擅长画宗教人物，
其关公画作在两岸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被台湾
媒体誉为“八闽关公绘画第一人”。游守中的油
画作品多次赴大陆展览并获奖，曾获中国文协
第四十四届中国文艺奖章油画创作奖。

曾成聪认为，关公是两岸民众共同的信
仰，关公书画作品在台湾民众中很受欢迎。“参
加这样的慈善活动很有意义。一方面，我希望
能与台湾的艺术家交流学习，另一方面，希望
通过我们的行动，唤起大家对弱势青年的关注

和帮助。”
游守中表示，在艺术家自身创作的领域

里，用文化作品去呈现、加值公益的精神，这
是一个非常棒的理念。“我希望通过参与这种有
社会责任的活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宣导发
光发热的正能量引导社会。”

受捐赠的财团法人向阳公益基金会负责人
廖正豪表示，慈善义卖所得将全部用于台湾中
途辍学的学生以及失足青年等弱势青年群体的
再教育。

“很感谢两位艺术家，跨海携手合作，慈善
义卖。”廖正豪说，“他们的爱心和艺术，将为
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在这寒冷的冬日带来暖暖
的冬阳。”

据了解，本次慈善义卖活动由长流美术
馆、财团法人向阳公益基金会、泉州百宏书画
院共同主办，台湾中泉国际有限公司、中华爱
艺协会等协办。活动将持续至2017年1月7日。

两岸画家携手慈善义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