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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月至 6月，访港旅客超过 3000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加 10.1％，创 2003 年以来新高；其中
内地访港旅客超过2300万人次，同比增加13.4%，升
幅显著……香港旅游发展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赴港旅游的客流规模持续增加，为香港
多个行业带来巨大经济收益。

面对旅游业不断向好的局面，香港各界持续发
力，继续做好服务、推出有吸引力的举措引客流。
尤其是在港珠澳大桥及高铁通车的背景下，香港更
加积极走出去，与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城市抱团发
展，分享旅游市场的大蛋糕。

内地游客占八成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内地游客占赴港游客
总数的近八成，是赴港游的主力军。

香港立法会旅游界议员姚思荣指出，内地游客
增长为香港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香港旅游业
直接从业人员有 27万，零售、饮食等行业从业人员
有 50 万左右。旅游业回暖，带动零售、饮食业发
展，保障了这些领域的员工就业。当前，香港失业
率降低至2.9％，20年来首次低于3.0％。”

恒生银行首席经济师薛俊昇分析，旅客对于零
售的开支约占香港整体零售销售额的 40％。因此，
内地旅客人数上升对香港零售业表现起到积极作用。

周生生大中华营运总经理刘克斌表示，金行自
2015 年起进入低潮，但 2017 年下半年起行业气氛复
苏，今年上半年每月销售额均获得10%至20%的增幅。
即便农历新年过后的 3 月和 4 月属于传统淡季，但业
绩仍获得同样升幅。内地游客是金行的主要客源。

另外，香港酒店今年前5个月入住率达91%，比
去年同期升3%。香港饮食业1月至7月的营业额同样
有所上升，较去年同期增加约5%至6%。这些业绩的
获得，也都离不开内地游客消费的带动作用。

多管齐下引客流

“内地当日往返及过夜旅客数字的增长跟近些年
香港特区政府推行深度游有关。尽管旅客数量在增
长，但游客区域变得更加广阔，不再局限于传统的
迪士尼、海洋公园等景点，大家的选择变得更多。”
姚思荣表示，未来香港旅游业应建立、拓展有本地

特色的旅游路线，引领内地游客深入感受香港十八
区自然、人文景观，而非仅仅购物。

面对内地游客尤其是年轻群体更多元的旅游需
求，特区政府今年在深水埗、湾仔和西贡盐田梓推
出不同旅游项目，让旅客体验香港独有的文化古
迹、创意产业特色和自然风光；分阶段完善本港一
些热门和具旅游潜力的登山道路的配套；在维多利
亚港两岸推广新旅游项目，分别在相关主要旅游点
引入多媒体创意科技，让旅客透过手机体验香港古
今风貌等。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香港盛宴等大型活
动的举办也都将吸引更多游客的关注。

为了让旅客有更好的观光、购物体验，减少各种
纠纷，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前不久表示，希望
立法会尽快通过正在审议的《旅游业条例草案》，以早
日成立旅游业监管局，加强香港对旅客权益的保障。

打造旅游新线路

“香港与内地的旅游发展到了密不可分的地步，
随着广深港高铁和港珠澳大桥的陆续通车，香港的

旅游业发展不再局限于独立发展的形式，区域合
作已经成为趋势。”谈及香港未来旅游业的发展，
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黄进达说，旅议会将于今年
至明年初走访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各个城市，带领
香港旅行社的代表到各城市考察旅游线路、与业
界交流、促进合作。日前，他们组织的首个粤港
澳大湾区考察团已走访广州、佛山和东莞三地，
与当地同业交流及考察旅游线路，超过 100 名香港
旅行社代表参加。

香港旅发局表示，随着广深港高铁及港珠澳大
桥的通车，旅发局会加强与澳门及珠海的合作，推
广与两项基建有关的全新旅游体验，并加以宣传粤
港澳大湾区。此外，旅发局会与不同航空公司及旅
行社合作，推出夏季旅游优惠，吸引游客。

岭南控股广之旅粤港澳游总部总经理苏颖珊认
为，港珠澳大桥打通珠江东西岸，三地即将形成全
新的“黄金三小时旅游生活圈”，带来全新的旅游组
合机遇。如香港、澳门、珠海可形成一程多站旅游
路线，依托广东高速公路网、城际高铁网，旅游线
路安排还可延伸至广州、深圳甚至粤西等地。

“磨布、涂色、晕染……每一个步骤都是
那么精细。需要多年的学习积累和修炼才能
画一幅特别精美的唐卡。”来自香港浸会大学
艺术系毕业生江玉仪说，画唐卡比自己想象
中更困难。

“2018年‘唐卡工坊’——唐卡初级画师
内地实习计划”近日在青海省同仁县启动，
来自香港的 13 名学子在同仁县热贡画院进行
为期 40 天的唐卡工艺学习，师承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热贡画院院长娘本。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被称
为“热贡”，即“金色谷地”，有中国“藏
画之乡”美誉。当地以唐卡领衔的热贡艺
术，2009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
非遗名录。

青港青年交流促进会主席吴汉忠说，唐
卡是一种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形式，想让更
多香港青年来学习了解藏传佛教的传统文化
和底蕴，包括绘画唐卡的工艺。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磨颜料和磨画布，
一磨就是好几天，大家的手指都磨出了水
泡，这让我对唐卡也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
江玉仪目前正在绘制毕业作品《绿度母》。虽
然老师说整体都不错，但她却高兴不起来，

“跟师傅比起来，勾线、描金、开眼等细节处
理上，差距太大。”

在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大三学生张家愉
看来，画唐卡确实比较费工夫，“以前自己画

工笔画的时候，所有的素材都是现成的，而
画唐卡的绘画材料都需要我们自己亲手来完
成，这对我来说还是挺新鲜的，也很享受其
中的过程。”

“以前画画的时候只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画，而画唐卡则是有着不同的寓意，听师傅
说，很多人都将唐卡作为礼物送给尊贵的客
人，所以每画一幅唐卡的理念都是不同的。”
张家愉告诉记者，这次的学习只是一个初次
的体验，若以后能有机会再接触唐卡，会有
更多不一样的体会。

“真没想到她们第一次接触唐卡就画这么
好。”看到香港学生们在画院里认真求教的样
子，娘本大师也为学生们的刻苦钻研竖起了
拇指，虽然学习时间很短暂，她们却将唐卡
绘画的磨布、涂色、晕染、拉线条、勾金线
等九项基本技艺运用得很好，像磨颜料、兑
颜料、调颜料都是很难的技艺，30 天内画出
这么一幅作品很不容易。

“绘画唐卡是一种内在的修行。因为绘画
的过程当中，很磨练人们的意志，我们从上
午 8 时绘画到晚上 10 时，一坐就是十几个小
时，绘画的时间特别长，绘画过程也是自己
与自己内心沟通的过程。”香港城市大学毕业
生陈浣廷说。

吴汉忠说，此次唐卡工艺学习计划只是
青港两地之间交流的一部分，希望未来能通
过文化交流来增强两地之间其他方面的交流。

上半年访港旅客破3000万

香港“内外兼修”引客来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港青学唐卡：
比想象中更难

中新社记者 孙 睿 文/图

港青学唐卡：
比想象中更难

中新社记者 孙 睿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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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局公布二季度投资数据

来华直接投资净流入56.22亿元
本报北京8月9日电（记者邱海峰） 记者 8月 9日从国家

外汇管理局获悉，2018年二季度，境外投资者对我国境内金
融机构直接投资流入 221.37 亿元，流出 165.15 亿元，净流入
56.22亿元；我国境内金融机构对境外直接投资流出225.75亿
元，流入90.10亿元，净流出135.65亿元。

按美元计值，2018年二季度，境外投资者对我国境内金
融机构直接投资流入 34.70 亿美元，流出 25.89 亿美元，净流
入8.81亿美元；我国境内金融机构对境外直接投资流出35.39
亿美元，流入14.12亿美元，净流出21.27亿美元。

7月份CPI同比上涨2.1%
本报北京8月9日电（记者孔德晨） 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

数据，7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2.1%，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同比均有不同程度上
涨。当月，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1%，影响 CPI上涨约 0.31
个百分点。其中，蛋类价格上涨 11.7%，禽肉类价格上涨
6.6%，鲜菜价格上涨 3.8%，畜肉类价格下降 4.9% （猪肉价格
下降9.6%），食用油价格下降0.7%。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其中，医疗保健、交通和
通信、居住价格分别上涨 4.6%、3%和 2.4%，教育文化和娱
乐、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2.3%和 1.6%，衣着、其他
用品和服务价格均上涨1.2%。

从环比看，CPI上涨0.3%，主要受非食品价格上涨影响。
当日发布的数据还显示，7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6%，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
分点。

香港成立微生物移植研究中心
本报香港8月9日电（记者陈然） 香港中文大学9日宣布

成立亚洲第一个“微生物移植及研究中心”，旨在研究肠道微
生物群在人体中发挥的作用，从而订立预防及治疗疾病的新
策略。

中大医学院院长陈家亮表示，中大已成功利用微生物群
移植医治因肠胃道疾病而生命垂危的病人，未来会将此研究
拓展至其他身体状况，例如肥胖及代谢综合症等，探索更多
可能。

中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系主任陈基湘解释，中大于 2016
年3月建立肠道微生物群生物库，为微生物群移植提供具质量
保证的冷冻肠道微生物群制剂。迄今为止，该生物库已进行
80余个微生物群移植程序。

据介绍，中大医学院正在进行一项研究，了解肠道微生
物群移植是否可治疗患有二型糖尿病的肥胖人士。

中宁枸杞打造“千城万店”项目
本报北京电（赵玉红） 由宁夏全通枸杞集团、

宁夏杞业昶青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十多家
机构共同发起的“中宁枸杞千城万店实体项目暨全
民健康全国万里行公益行动”活动首站启动仪式，8
月8日在北京举行。来自食品、健康、电商、新零售
等领域的100多家企业负责人出席。

据全通枸杞集团非独立董事、宁夏杞业昶青
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裁何锋介绍，中宁枸杞

“千城万店”实体项目是由中宁县人民政府发起，
宁夏全通枸杞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县人
民政府授权“中宁枸杞”品牌销售的实施项目，
它以“店中店” 模式，建立中宁枸杞馆、枸杞问
诊馆、枸杞生活馆、枸杞旗舰店等。本次活动以
北京为首站，将在全国300多个城市巡回启动。

目前，宁夏全通枸杞集团生产的中宁枸杞已有
干果、果汁、枸杞粉等系列产品20多种，产品出口美
国、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稳定的国际贸易网络。

侗族妇女杨玲家住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古州镇三宝侗寨。2015年，杨玲创办了贵州娘美布彩印染坊，改
良当地侗族织布机以及布料，融入时尚生活理念进行产品创意设计，开发出服饰和家居用品等，产品远销海内外，还带动村
里及周边村寨的1300多名乡亲实现居家就业。图为杨玲查看手织布印染质量。 杨成利摄 （新华社发）

贵州榕江：侗族土布织出美好生活贵州榕江：侗族土布织出美好生活

为进一步丰富广大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暑期生活，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
先后邀请辖区130多户外来务工人员家庭，一起参观当地峰尾古城，体验海丝
文化。图为“小候鸟”们与家长一起动手拼接福船模型。林弘梫摄 （新华社发）

“小候鸟”暑期品海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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