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每年1月和2月是學校
的考試繁忙日子，學生或會面對較大學習壓力。香港教
育局教育心理學家陳惠敏昨日於局方網誌撰文，提醒學
生於考試期間應保持充足睡眠，恒常地進行有益身心活
動，好好照顧自己的精神健康。她促請學校多加留意學
生表現，鼓勵教師和家長加強「守門人」知識，平日多
與學生建立關係，表達關心。若遇有情緒困擾的學生尋
求幫助時，應持開放態度，耐心聆聽，不作批評，有需
要時鼓勵學生接受專業支援。
陳惠敏昨日以「培養精神健康素養 提升校園安全屏
障」為題撰文，提及學校考試期將至，萬一成績不如理
想，學生如未能處理好本身情緒，或會引致極大的憂慮和
失望。師長們應協助學生明白，壓力和不如意事無可避
免，了解適合自己的紓緩情緒方法，不讓負面情緒累積。
有研究發現，充足睡眠對學習、記憶及穩定情緒都很

重要；多做運動及適當閒暇活動，可保持正面情緒及紓
緩壓力。因此，學生應保持充足睡眠，特別是在長假期
復課後和發布考試成績的時候更為重要。
她提到，精神病患是學童自殺的其中一個關鍵危險因
素。青少年期是很多人首次出現精神病患的時間，研究
顯示如能及早識別和介入支援，會大大提升治療效果。
情緒病有時會令患者出現皮膚、睡眠和腸胃等問題或痛
症等，學生或身邊人如缺乏對精神病患徵狀的了解，可
能未能及早察覺問題，以致延遲醫治。教師可參考上載
於「校園好精神」網站的「認識及幫助有精神病患的學
生：教師資源手冊」，了解精神病患的徵狀，及早識
別、支援與轉介有需要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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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議會近「乾塘」擬轉型成商會
疫境印花收入減九成 研辦培訓維持收入

香港疫情近日再有升溫苗頭，旅遊業的寒冬未見盡頭。負責發

牌和規管旅遊業的香港旅遊業議會日前透露，疫情期間出現「退

會潮」，會員數量回落，議會以往七成收入來自旅行團印花徵費，疫下

相關收入大減九成，營運基金可動用的現金幾近「乾塘」，只能靠特區

政府資助及會費等維持營運。此外，旅議會的發牌及印花徵費等職能即

將交由旅遊業監管局（旅監局）接手，新任旅議會主席徐王美倫表示，

旅議會未來將轉型成商會，擬推首年免會費挽留會員，並舉辦培訓等維

持收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

以往經營外遊旅行團的旅行代理商和到
港旅行代理商必須先成為旅議會成

員，才合資格申領牌照，徐王美倫日前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截至2021年12
月31日，旅議會會員數目為1,662間，較
2019年同期減少98間，是2011年來最低，
更是旅議會自1988年起肩負監管旅行社重
任以來，會員數量第二年出現回落，第一
次為2020年，當時按年減少26間。

從業員人數比高峰時跌四成
旅遊業長期停擺導致人才大量流失，徐
王美倫援引統計數字指，2021年7月時旅
遊業從業員數量約為1.5萬人，較疫情前減
少最少5,000人，也較高峰時的2.5萬人下
跌近四成；而持有領隊證與導遊證的人
數，分別從2019年時的1.7萬人和逾6,000
人，跌至2021年的1.36萬人和5,400人。

新冠肺炎持續近兩年，以旅行團印花提
供經費的旅議會，疫情下收益大跌。徐王
美倫表示，議會已經先後裁員兩次以節
流，人手較去年初的60人減少一半，可運
用的現金流亦所剩無幾，政府上月起就議
會監管工作部分以實報實銷方式撥款，直
至旅監局接手相關工作，或旅議會徵費收
入恢復正常為止。
她透露，待旅監局接手相關職能後，旅
議會員工將維持15人，估計月支出為40萬
至50萬元，屆時旅議會將轉型為商會繼續
為旅遊業界服務，未來收入將來自3方面，
包括會員年費、培訓和開設展覽等，爭取
為M+博物館、即將開幕的香港故宮文化博
物館等新景點提供導遊培訓，增加收入。

首年免會費留會員
另外，議會亦將發揮商會與平台優勢，

與業內和非業內夥伴合作，開設各種展
覽、展銷等，為會員創造商機。因未來申
牌不再需要成為旅議會會員，或導致部分
會員退會，旅議會將提供首年免會費挽留
會員，估算退會率不會超過15%。
現時香港與外地正常通關暫未有具體時

間，徐王美倫預料最早今年第三季末才能
有旅行團成團，距離旅遊業復甦尚有一段
時間，早前廣受業界好評的「綠色生活本
地遊鼓勵計劃」即將於今年3月結束，將爭
取計劃延期。除此以外，創造職位計劃的
推出亦幫不少從業員，她希望未來能有更
多職位偏向旅遊業，「希望能為業界爭取
喘息時間，讓我們能夠捱到開關。」

◆徐王美倫表示，旅議會未來將轉型成商
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徐王美倫料最早今年第三季末才能有旅行團成團。圖為香港一旅行社。 資料圖片

香港特區政府財
政司司長陳茂波表
示，若外圍環境沒
有顯著惡化，本地
疫情亦能維持穩定
的話，本港今年的

經濟將會繼續處於增長軌道。不
過，他坦言Omicron變種病毒來勢
洶洶，世界各地已加強防疫措施及
收緊旅遊限制，可能拖慢環球經濟
增長，及繼續影響供應鏈推高環球
通脹。他認為，雖然外圍因素難以
控制，但香港本地市場仍可以積極
有為，推動經濟發展。
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表示，2022
年將是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之年。香
港國安法讓社會迅速由亂轉治，完
善選舉制度及順利完成兩場重要選
舉，鞏固了「愛國者治港」原則的
落實及行政主導的運作，在制度上
確保「一國兩制」重回正確軌道，
穩步向前。香港正邁向良政善治的

新階段，讓人期待着加快發展的未
來，包括破解社會上積累已久的深
層次矛盾，並積極加快推動經濟建
設與發展。
「市場普遍預期外圍各主要經濟

體今年會進一步復甦，這將為香港
出口提供支持。」陳茂波表示，內
地經濟即使近月面對下行壓力，但
基本面堅實，加上政策的調控空間
仍大，可支持經濟「穩中求進」。
只要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
經濟定會得到更多增長動力和發展
空間。不過，外圍形勢非常複雜，
環球經濟仍充滿不少挑戰，疫情發
展依然是最大的不確定因素，若外
圍環境沒有顯著惡化，而本地疫情
亦能維持穩定，預料本港今年經濟
會繼續處於增長軌道。

財爺：全力打造港體系
他認為，外圍環境因素管不了，

本地經濟需要好好掌握，全力打造

香港的體系，讓它成為最有競爭力
的市場之一。「打前鋒」的優勢產
業要更領先；「打突圍」的新興產
業要提速衝前；「穩守中場」的核
心產業要推動升級轉型，務求整列
「經濟火車」都能加速向前，創造
更多新的市場，增加更多就業機
會。
他表示，只有讓經濟以更具廣度

和深度的綜合式發展，才能滿足
「充分就業」和「優質就業」的目
標，讓市民能更好地分享到經濟發
展的成果。他強調，特區政府將以
「積極有為」作為推動香港經濟發
展的指導思想，全力推動不同產業
發展，為經濟帶來更大的增長動
能。
陳茂波還談及金融服務業方面的

發展，指特殊目的收購公司上市機
制，及優化在港第二上市制度兩項
革新日前正式生效，有助鞏固金融
服務優勢產業的領先位置。他說，

過去3年多已有60多家公司循「同
股不同權」股權架構相關制度上
市，包括上星期掛牌的人工智能企
業商湯。「同股不同權」公司累計
首次集資總額超過5,700億港元，佔
香港股市總市值約四分之一，陳茂
波指這是制度改革和創新，有利香
港市場保持強大活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若疫情維持穩定 港經濟今年料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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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變
種病毒Omicron殺入社區，香港正面
臨第五波疫情爆發臨界點，特區政府
呼籲市民減少社交活動。旅發局宣
布，原於今日開始報名的旅發局第三
輪「賞你遊香港」活動將會延遲。旅
發局提醒市民可以保留由去年12月10
日起儲起的機印收據，於活動重推時
再換領本地旅行團名額。
旅發局原本今日推出「賞你遊香港」

第三輪，市民於去年12月10日起在本
地零售及餐飲商戶的實體店舖消費滿
800元可儲起機印收據，今日起可以向
旅行團報名，換取本地遊名額一個，名
額達6萬個。不過，鑑於變種病毒Omi-
cron流入社區，更出現本地傳播，旅發
局昨日緊急叫停活動。至於何時再接受
申請，局方指會密切留意疫情，適時推
出活動，稍後會再有公布，但提醒市民
保留收據，因收據將繼續有效。

第三輪「賞你遊香港」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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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全面經濟夥伴貿易協定》
（RCEP）元旦生效，區域內九成以上
貨物將逐步實現零關稅。中國展現開放
決心，與各國共享合作發展機遇，為
世界經濟增長注入新的動力。RCEP
既便利貨物貿易，亦為服務貿易輸出
和投資開放提供制度保障，是香港發
揮服務貿易優勢、助力人民幣國際化
的重大利好。國家堅定支持香港作為
單獨關稅區盡快加入 RCEP，香港要
加快加入步伐，提升香港製造和服務
業優勢，分享全球最大自由貿易區啟
航的紅利。

RCEP 包含 15 個亞太成員國，總人
口、經濟總量、貿易總額均佔全球總量
約30%，意味全球約三分之一的經濟體
量形成一體化大市場，將給包括中國在
內的區內企業和消費者帶來實實在在的
好處；其原產地規則降低商品享惠門
檻，有力推動區域內生產成本最小化和
貿易效率最優化，鼓勵生產商更多使用
區域內的原產材料，有助本地區形成更
緊密、更具韌性的產業鏈供應鏈；在服
務貿易方面，RCEP成員國承諾開放超
過100個服務貿易部門，並承諾於協定
生效後6年內全面轉化為負面清單，進
一步提高開放水平；在投資領域，各方
以負面清單的形式作出承諾，外商投資
准入更加放寬，大幅提高了政策透明
度，加強了投資保護水平。專家估計，
RCEP 生效，每年將為全球 GDP 帶來

1,860 億美元的增長。按國家商務部測
算，到2035年，RCEP將帶動區域出口
和進口累計增量規模達 8,571億美元和
9,837億美元。

中國是RCEP簽署、生效的最大推動
力。中國有14億多人口和4億以上中等
收入群體，每年進口商品和服務約 2.5
萬億美元，中國市場是世界最具優勢和
潛力的市場，中國更是全球產業鏈中不
可忽視的主角。中國推動RCEP生效，
全力推動全球經濟一體化，彰顯中國不
斷擴大對外開放的決心，給世界帶來更
大發展機會。

香港已與 RCEP 的 13 個簽約國簽署
了自由貿易協定，2020 年，香港與 15
個 RCEP 成員經濟體的貿易總額超過
7,700億美元，佔香港貿易總額的73%。
RCEP生效，成員國跨境人民幣貿易結
算和投資業務會大增，投資專業服務需
求龐大。香港擁有強大的專業服務優
勢，又是國際金融中心、全球最大的人
民幣離岸中心，加入RCEP，對香港進
一步開拓區域市場、擴大服務貿易輸出
皆是重大機遇。國家商務部明確表示，
堅定支持香港加入RCEP，特區政府一
方面要加快加入RCEP的步伐，把各方
面申請程序做實做好；同時，藉現有的
CEPA制度，通過與已加入RCEP的內
地特別是大灣區 9 個內地城市加強合
作，盡早分享 RCEP 紅利，進一步穩
固、提升香港的競爭優勢。

盡快加入RCEP 助港提升服務優勢
染疫國泰空少引發的又一城望月樓爆疫群組，

至今已有5人中招，特區政府連日封鎖多區強制檢
疫以阻截病毒擴散。不過，有關個案追蹤工作未
如理想，不少曾與空少同時在望月樓用餐的食
客，至今仍未能夠確認和聯繫，傳播鏈延長的風
險極大，不少專家認為有機會爆發第五波疫情。
雖然特區政府過去大半年積極防疫，拒絕「與病
毒共存」，但機組人員豁免檢疫的漏洞始終未能
堵塞，百密一疏，難免失守破防，而「安心出
行」又不設強制追蹤功能，導致找尋密切接觸者
和次密切接觸者以截斷傳播鏈的工作事倍功半，
疫情反彈風險大增。如今亡羊補牢，政府必須痛
下決心，迅速行動，彌補防疫各環節、尤其是病
毒追蹤方面的短板，盡最大努力織密防疫網。

過去近一年時間，特區政府努力借鑒內地「動
態清零」防疫策略，外防輸入措施不斷收緊，內
防擴散方面堅持封區強檢和保持社交距離限制，
防疫漸入佳境，在較長時間疫情穩定，獲得中
央、本港社會各方的充分肯定。但是，本港不少
專家、社會人士及主流傳媒一再提醒，本港防疫
機制的短板不可忽視，尤其是「安心出行」無強
制追蹤功能，成為本港防疫的重大隱患。尤其是
Omicron 變種病毒威脅下，若不及時堵塞防疫漏
洞，做到防疫措施走在疫情前，難以保證疫情不
反彈。

可惜，政府雖然也看到問題所在，但出於照顧
本港航空業運作、保障私隱等顧慮，未將防疫需
要放在最優先考慮，防疫未能達到滴水不漏，終
於發生由機組人員違規而引發的社區傳播；又因
為「安心出行」無強制行程追蹤功能、並非實名
登記，只靠使用者自願參與、自主記錄，導致無

法在短時間內有效追查到全部密切接觸人群。衞
生防護中心花三四天追蹤與國泰空少同場用膳的
200多名食客，但只聯絡到約三分之二人，政府要
透過其他途徑尋找該批食客，包括翻查信用卡付
費記錄，但要找到以現金付款者則難度更大，難
免存在遺漏。

其實，就算政府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找到大部分
食客，但只要走漏小部分食客，以及不能迅速追蹤
到更多難以計算的第二、第三層密切接觸者，後果
還是可以非常嚴重。這個情況充分暴露本港防疫系
統無強制追蹤的弊端，「安心出行」不設強制追
蹤，防疫形同虛設。特區政府專家顧問、香港大學
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亦承認，本港追蹤接觸
者的技術落後，必須徹底改革。

Omicron 變種病毒的傳播力被形容為「海嘯
式」，歐美近期每日新增個案數以十萬計，美國
曾錄得單日超過50萬宗新增確診病例。本港若不
能盡快改善追蹤機制切斷病毒傳播鏈，確診數字
或會持續增加。

利用追蹤手段準確找出感染源頭和密切接觸
者，再配以強檢，迅速截斷傳播鏈，這是控疫最
有效的手段。現在是和疫情賽跑，加強追蹤、採
取實名制，全面掌握確診者的行蹤及其密切接觸
者，才能消除疫情傳播擴散的隱患，新加坡早已
利用藍牙技術追蹤密切接觸者行蹤。疫症當前，
公眾健康安全具凌駕性地位，政府不能再瞻前顧
後、猶豫不決，必須當機立斷，以免貽誤防疫時
機。資訊創科界人士亦應主動與相關部門合作，
積極出謀獻計，做好加強追蹤工作；廣大市民理
所當然要全力支持政府採取更嚴密防疫措施，鞏
固防疫成果，保障公眾健康安全。

亡羊補牢痛下決心加強追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