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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据台湾媒体报道，今年前5个
月大陆赴台游客大减，赴台游客较去年
减少超 32 万人次。业界预估，未来赴台
的陆客“只会少不会多”。

观光业怨声载道

台“交通部观光局”近日公布来
台旅客人数统计，去年 5 月蔡英文上
台至今年 4 月，赴台陆客人数为 287.4
万人次，较同期大减 145.6 万人次。另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2016 年赴台陆客
总 数 约 351.2 万 人 次 ， 比 2015 年 减 少
67.2 万人次。业者预估今年将下跌 120
万至 150 万人次，或许可维持在 200 万
人 次 以 上 ， 明 年 可 能 就 是 200 万 人 次
保卫战了。

从部分景区的观光人数来看，日月
潭 2016 年游客数为 372 万人次，比 2015
年少近 80 万人次。日月潭景区附近一
间酒店的工作人员郑女士说：“我们以
前大概接待的一半是大陆游客，但现在
也就两成左右。”此外，阿里山、野柳
公园等也都因陆客人潮的退却而变得空
荡荡。

“已经快要活不下去了。”“蔡英文不
要‘九二共识’，我们要！”面对陆客的
大幅减少，台湾旅游业者表达了对蔡英
文当局两岸政策的不满。

今年 6 月 13 日，台湾游览业者因不
满台当局的错误政策让游览车业面临雪
崩式瓦解，驾驶 90 辆游览车开往蔡英文
办公室、台交通部门和台北车站等处表
达抗议与不满，造成交通瘫痪。

去年 9 月 12 日，由岛内旅游从业者
组成的“百万观光产业自救会”，发动
300 辆游览车、2 万人展开大游行，要求
台当局正视产业困境。这也是台湾观光
产业界史上首次走上街头。

经营者损失惨重

“陆客团锐减，加上‘一例一休’使
营运成本增加，新北市待售游览车近
2000 辆。全台大约待售游览车已达 3000
辆到 4000 辆，售价仅为原价 1/4。”谈及
陆客减少对台湾旅游业的冲击，新北市
游览车公会理事长马景仲这样表示。

受冲击的不止是游览车公司和司
机。台湾 《经济日报》 引用业内人士
的分析称，今年陆客继续减少，台湾
全年观光收入损失可能会达到 743.3 亿
元 （新台币，下同），对航空、饭店、
游览车、旅行社、民宿等产业将造成
严重冲击。

台湾观光精品产业协会秘书长张国
荣表示，从去年底至今，关门歇业及整

合缩小规模的购物店已经超过1/3，从大
型珊瑚店、珠宝店、钟表店，到中小型
的茶叶店、伴手礼店，全都躲不掉。

“以前船长的月薪最高可以到 10 万
元，现在能赚到二三万就偷着笑了。”
一名日月潭“绿湖班船”渡轮的工作
人员表示，以前一到节假日，很多渡
轮不仅挤满游客，而且因为班次太过
频 繁 常 常 靠 不 了 岸 ， 只 能 在 码 头 徘
徊。但现在渡轮上有很多空座位，班
次也减少许多。

此外，陆客赴台人数减少，也连带
让两岸直航海运和空运旅客市场都持续
萎缩。

今年5月，两岸之间的客运航班数为
5493 架次，比去年同期减少近 1000 架
次。两岸直航海运旅客人次也较去年同
期减少7%。

“新南向”于事无补

“大家会发现在西门町的量贩店，出
现了很多韩国游客来采购牙膏和奶茶；
在捷运 （地铁） 上也看到许多的穆斯林
旅客按图索骥找寻餐厅。许多旅游景点
比以往出现更多的东南亚旅客拿着自拍
棒 （自拍杆） 在拍照。”不久前，蔡英文
在个人脸谱上推送了这样一条消息。

面对陆客大幅减少影响台湾观光业
的情况，台当局不是力求改善两岸关系，
而是期望通过增加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的游客，尤其是挖掘东南亚市场来弥补原
来的窟窿。从去年 9 月开始，为响应“新南
向”政策，台湾“观光局”就不断在东南亚
国家举办推广活动，推动建设穆斯林祈祷
室、清真餐厅、东南亚风味餐厅，开展旅游
业者的东南亚语言文化培训等。

不过，对于这样的做法，岛内业者认
为不过是“杯水车薪”。依据台湾交通主管
部门的最新统计，以今年5月为例，与4月
份相比，虽然菲律宾、越南、泰国游客都在
增长，其中越南旅客甚至增长99%，但加在
一起的总数也只有 5 万多人次，根本补不
了当月陆客减少12万多人次的大缺口。

人数补不足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其
他国家和地区的旅客消费力与陆客相差
甚远。台“观光局”统计显示，这一年来东
南亚旅客增加了约30万人次，以平均每人
每日消费5000多元、平均停留5天来计算，
这一年增加了 77.3亿元的观光收入。相比
之下，由于陆客停留时间更长、消费力更
旺，以平均每人每日消费6925.2元、平均停
留7天来计算，这一年陆客减少了145.6万
人次，损失达700多亿元。两两相抵仍然损
失了600多亿元。

难怪台湾网友讽刺，蔡英文“有梦
最美”。

台 湾 旅 游 业“ 惨 不 忍 睹 ”
本报记者 柴逸扉

由于赴台陆客大量减少，往日游人如织的阿里山如今空空如也。
图片来源：中时电子报

“根据基本法规定，香港回归祖国后保持原
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 50 年不变。那
么，香港回归50年后会是什么样子？”

7月13日，在北京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
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荣顺交流时，香港元朗公
立中学校友会英业小学五年级学生陈梦醇如是
问道。

当天，2017 基本法全港校际问答比赛学习
团的百名香港小学生来到清华大学，参加张荣
顺的讲座。

张荣顺说，邓小平先生曾指出，香港回归祖
国后，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 50 年不
变，不只是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虑到保
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国家的发展战略有密切
的关联。“50年不变”是一个形象的说法，50年之
内不能变，50 年之后不需要变。“一国两制”方针
政策，如果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得到香港市民
的拥护，谁想改变它也改变不了。

“实际上，有很多大学生来问我，我说这个
问题不应该问我，应该我来问你。”张荣顺笑着

说，到2047年时，你们大约40岁，到时是你们话
事的。2047 年后要怎么样，这个问题应该要看你
们了。

“请问基本法会改变吗？如果会改变，那么
程序是怎样的？”同样来自英业小学的学生刘斯
伟问道。

“任何法律都是可以修改的。基本法第 159
条规定了基本法的修改权属全国人大，修改提
案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香港特别
行政区。”张荣顺指出，对基本法的任何修改都
有限制，均不得同国家对香港的既定方针政策
相抵触。

他还提到，基本法是宪制性的法律，它的
起草过程经历了4年8个月，经过香港各界及内
地不断讨论，所以这部法律不能轻易修改。

“如果基本法缺乏稳定性，那对社会的保障
作用就降低了。若真要修改，则要慎重地按程
序进行。”张荣顺说。

“根据基本法有关规定，人民都不可以叛
国，那基本法里有没有具体的爱国教育的规

定？”道教青松小学的五年级学生李东霖问。
“基本法里面没有条文明确规定爱国教育，

但爱国主义精神应该是贯穿整个‘一国两制’
政策和基本法的。”张荣顺表示，爱国主义教育
要求认识国家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大家要关
心社会、关心国家的发展。

“基本法的名称是怎么来的？”“如何在香港
更好地推行基本法？”“基本法的推行对中国经
济发展有什么影响？”约40分钟的问答中，香港
小学生踊跃提问，30 余年来从事基本法相关工
作的张荣顺耐心地一一作答。

当天，张荣顺还为小同学们作了题为 《何
为中国人》 的讲座。他在讲座中提到，香港回
归祖国后，就是国家的组成部分。所有参与香
港建设的人，哪怕一辈子都没到过内地，也都
是国家的建设者。

“因为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好香港
700多万居民的利益，同样是国家的利益，同样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组成部分。”
张荣顺说。 （据中新社北京7月13日电）

本报北京电（秦京午） 二季度两岸四地消费者信心指数日前公布，大
陆消费者信心指数 99.8，排名榜首；香港为 85.5，澳门为 85.3；台湾居末，
为81.6。与上一季度相比，澳门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1.1，香港和台湾则
分别上升0.9和1.2。

本报北京7月13日电（记者任成琦） 第九届
两岸互联网发展论坛12日在北京举行。作为2017
中国互联网大会的特色分论坛之一，本届论坛延
续上一届论坛的成果，继续聚焦健康话题，以

“携手互联网+大健康，创新共筑健康新生活”为
主题，持续深化两岸在“互联网+大健康”领域的
交流与合作。

包括两岸医疗和健康产业业者、专家学者在
内的众多人士出席论坛。他们就推进两岸互联网
医疗发展、服务两岸人民健康等热点话题进行深
入探讨，在智慧医疗发展、健康大数据应用、互
联网与大健康产业及医养结合等方面，展示两岸
医药健康领域最前沿技术、产品及成果，促进两
岸智慧医疗行业融合发展。

两岸互联网论坛聚焦“大健康”两岸互联网论坛聚焦“大健康”

近日，赴澳门参加世界女排大奖赛的中国女排
球员在比赛之余，到澳门综艺馆与澳门青少年球员
及智障人士进行交流互动。新华社记者 卢炳辉摄

女排球员赴澳门与青少年互动

台湾新北市的微雕大师陈逢显投身微雕创作
30多年。他用米粒、金、木等各种材料进行微雕
创作，作品可以放在针尖、笔尖上，创造了一个

“针尖上的世界”。 新华社记者 周 密摄

针 尖 上 的 世 界针 尖 上 的 世 界

香港回归50年后会是什么样子？
陈小愿 陈詠姿

7 月 11 日，台湾青年教师交流团
一行9人来到湖北省云梦县曾店镇和沙
河乡两个“希望家园”教学点，与在
此参加暑期社会实践的大学生志愿者
一起，共同给“希望家园”的留守儿
童上课并开展互动游戏。通过学习交
流，海峡两岸师生之间增加了了解和
友谊。

方图：台湾青年教师在曾店镇中
心小学“希望家园”教学点为孩子们
上课。

圆图：台湾青年教师在沙河乡李
店社区“希望家园”教学点跟孩子们
一起做游戏。

王云清摄 （人民图片）

本报台北7月13日电（记者王
平、王尧） 在去年的第二届海峡杯
少儿歌手大赛获得金奖的大陆小歌
手们，13日起将在台北与台湾小朋
友一起展开为期7天的巡回演出。

应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邀请，由
福建省文化厅、教育厅、福建省闽台
文化交流中心共同举办的此次活动，
精选第二届海峡杯少儿歌手赛金奖

小选手，以及来自福州市鼓楼区科艺
宫的舞蹈小演员共 18 名小朋友赴
台，与台湾小朋友一起交流演出。

交流演出行程包括东吴大学的
音乐演唱会、在华山光点影像穿廊
的“快闪演出”、参访唐氏症基金会
和芦洲集贤托老中心等，让少儿们
展现才艺的同时，有机会为老人和
弱势群体奉献爱心。

海峡杯少儿歌手在台湾巡演海峡杯少儿歌手在台湾巡演

大陆小朋友们在记者会上表演合唱《同一首歌》。 王 平摄大陆小朋友们在记者会上表演合唱大陆小朋友们在记者会上表演合唱《《同一首歌同一首歌》。》。 王王 平平摄摄

二季度两岸四地消费者信心指数公布

台湾青年教师关爱湖北留守儿童台湾青年教师关爱湖北留守儿童台湾青年教师关爱湖北留守儿童

“去年是3个惨，今年是5个惨！”谈及台湾旅游业现状，台湾海峡两岸旅行发展协会理事长姚大
光表示，如今陆客不来，台湾观光业受重创，尤其是南部地区，比北部更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