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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

Twins

“一签多行”紧急叫停———

内地人隔闸相望 香港不甘做“购物公园”

证券时报记者 吕锦明

深圳通与八达通在深港同步推出

首张联名卡———“互通行”， 该联名卡

具备八达通和深圳通智能卡的双重功

能， 一个芯片分别包含人民币及港币

电子钱包。 这标志着深港之间在互动

与融合方面又迈进了实质性的一步。

然而， 就在此前不久， 深圳面向非户

籍居民推出的赴港 “一签多行” 却被

紧急叫停， 这一事件又令深港融合的

短板暴露无遗。

【深圳】

非户籍居民热盼

“一签多行”开闸

“我们临时收到上级通知， 原定

在

9

月

1

日办理的深圳非户籍居民赴

港 ‘一签多行’ 暂缓三周。”

9

月

1

日， 在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出入境

管理处大厅内， 几名办证女警向前来

咨询办证的大批市民耐心解释。

当记者问及暂停的原因时， 一位

不愿透露姓名的警员表示， “这个事

情来得很突然， 具体原因我们也不太

清楚。”

“是否香港特区政府方面提出暂

停请求？” 记者问。

“无可奉告。” 警员回答说。

“三周以后是否确保可以为非户

籍居民办理 ‘一签多行’ 呢？” 记者

追问道。

“我个人认为， 这个情况不太乐

观， 因为需要深港两方面协调解决的

问题还有很多。” 警员回答说。

听到记者与警员的对话， 旁边一

位来自湖北的非深圳户籍居民黄小姐

凑了过来， “想去香港多走走、 逛逛

已经想了很久了。 以前办理一年一

签、 一年两签都要回户籍地， 很麻

烦， 我听说非深圳户籍居民也可以办

‘一签多行’ 之后兴奋了好几天， 今

天一早赶来办证却发现被叫停啦。”

黄小姐不无遗憾地表示。

她的话立即引起周围群众的共

鸣， 前来咨询办证的市民纷纷围过

来， 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据香港入境处估计， 如果深圳

此次 “一签多行” 开闸， 将会为香

港新增近

410

万名游客。 为应对可

能出现的新增入境人潮， 香港入境

处的约十名代表近日约见入境处助

理处长梁伟光， 提出增加人手安排。

记者在采访期间进出皇岗口岸

时， 都会看到大批的内地游客拽着

拉杆箱、 提着蛇皮袋轮候过关， 有

时甚至排队的长龙都挤到了深圳一

边的人行天桥上。 “我真担心天桥

能不能承受得住。” 香港中旅跨境大

巴服务中心的一名职员开玩笑说。

【香港】

酒店零售业

翘首等待“钱潮”涌至

“‘一签多行’ 落实后， 香港的

零售和酒店业将直接受惠。” 香港资

深财经评论员曾

Sir

分析说，

2003

年

爆发的

SARS

疫情令香港经济一蹶不

振， 后来中央为提振香港经济推出了

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的措施， 令香港

经济起死回生， “扩大自由行的确对

香港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积

极作用”。

记者于周日在香港九龙深水埗一

带走访， 在与一位做干货海味生意的

香港市民平姐攀谈时发现， 包括她在

内的许多个体零售业人士在获悉深圳

将推出 “一签多行” 后， 都大量增加

了进货， 准备迎接新客源的到来。

平姐表示， 随着内地多个城市放

开居民到香港的个人游， 今年暑假期

间来她店铺买东西的内地游客显著增

加， 而且大多出手大方。 “平均每单

都有两三千港元， 估计暑假这两个

月， 我们的日平均营业额要比平时高

出

10%～15%

吧。” 谈到买卖情况平姐

笑逐颜开， “如果有更多内地朋友过

来香港的话， 保守估计我的营业额可

能要比过去高出

20%

以上呢！”

平姐还告诉记者， 新界北区一

带的几个知名连锁超市， 比如百佳、

万宁、 华润、 屈臣氏等， 近期都在

增加招聘人手， 准备迎接即将涌至

的新客源。

摩根大通的一份报告指出， 如果

深圳进一步开放非户籍居民加入自由

行计划， 将可令包括港铁、 莎莎国

际、 佐丹奴、 大家乐、 领汇等从事

运输、 商业地产及零售行业的一线

知名上市公司显著得益。

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胡兆英

也透露， 今年上半年香港酒店的

入住率实际呈现回落的态势， 因

此增加新客源带动香港酒店业的

需求显得较为迫切。

香港特首梁振英日前表示， 旅

游业是香港重要的支柱行业， 特区

政府会继续关注香港各区尤其是内

地旅客常到地区的动态， 确保设施

足够并控制入境人数。 香港商务及

经济发展局长苏锦梁日前也表示，

“非常欢迎深圳实施非户籍居民来

港自由行 ‘一签多行’ 的措施”，

并表示香港保安局将与内地相关部

门协调尽量做到人流畅顺， 他强调

措施将会为香港整体经济带来好

处。 另外，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长张

建宗也在公开场合表示， “一签多

行” 将增加内地旅客来港自由行的

人次， 此举将有助于增进香港的就

业， 他呼吁香港市民从宏观的角度

看待这项措施。

【尴尬】

香港不愿做

深圳的“购物公园”

张建宗之所以这么呼吁， 是因

为尽管多数深圳非户籍居民以及部

分香港市民都对 “一签多行” 措施

的出台和落实寄予厚望， 但也有部

分香港居民持反对态度和看法， 并

表示抗议。

住在香港新界北区与深圳仅一

河之隔的香港居民何先生说， 随着

内地赴港自由行人数的增加， 区内

通胀问题日益严重。 “比如买一支

洗发水， 我们这里比旺角那边要贵

好几元。 另外， 港铁站经常人满为

患， 游客、 水客和他们的大包小包

挤得站台水泄不通， 有的内地水客

一日走货四、 五次， 严重影响了我

们的日常生活。”

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席田北俊也

表示， 应该暂缓放宽深圳非户籍人

士来港自由行， 以便香港可以事先

做好配套工作。 他指出， 自从深圳

户籍居民可以申请一签多行来港

后， 由此衍生出许多问题， 水客就

是一个 “怪胎”。 另外， 还有很多

内地旅客持双程证来港非法从事按

摩、 修甲、 补习等工作， “这些人

并不能算是真正的游客。” 田北俊

担忧地表示， “虽然深圳放宽 ‘一

签多行’ 措施后可令部分非户籍居

民有机会来港旅游消费， 但这批人

的消费能力远不及之前的深圳户籍

居民高， 他们赴港未必能明显带动

香港经济。 如果其中个别人又参与

到跨境代购做水客的话， 实际上与

非法劳工没什么区别！” 他建议，

港府禁止水客入境， 并争取更多消

费能力较高的内地北方城市增加来

港自由行名额。

也有旅游业人士反映， 近期自由

行内地游客在港过夜的比例大幅下

降， 他们很少去光顾旅游景点， 购

买的物品也以日常生活用品、 食品

为主， “也就是说， 他们只是将香

港当作另一个 ‘购物公园’， 买完就

走， 没有额外的消费。 并且随着人

数的增加， 人均消费金额不断下滑，

这对香港旅游、 零售业的长远发展未

必是好事。”

【反思】

香港经济转型现隐忧

“实际上， 现在香港只是靠自由

行来刺激旅游、 消费零售业， 但香港

整体经济的转型问题并没有找到有效

的解决途径。” 香港恒生投资的一位

分析师指出， 目前香港经济暴露出的

产业空心化、 后劲不足等问题已经十

分突出， 希望港府能引起高度重视。

香港著名财经评论员阿

Chip

也

指出， “靠自由行拉动香港经济在前

几年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但近几

年作用和效果一年不如一年， 这方面

也有一些量化的统计。 另外， 片面追

求零售、 旅游业增长， 也给香港经济

带来了一些隐忧， 比如： 内地游客大

量涌入令香港的通胀率居高不下， 物

价上涨、 房价高企令普通市民的生活

负担过重； 香港商业地产的租金逐年

上升， 实际上也给零售行业带来很大

压力， 不少本地老字号因此被迫关门

结业。” 他表示， 港府在过去几年里曾

先后提出了要将香港建设成为中药港、

数码港的计划， 这些举措都符合香港

自身的发展特点， 但大多无疾而终，

实在令人叹息。 “要想香港经济再次

腾飞， 不能只靠增加自由行游客来刺

激消费和旅游。 香港有自己的优势，

比如享誉全球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四通八达的航运线路、 深厚的人文科

学积淀等等， 香港应当结合国家 ‘十

二五’ 发展纲要、 利用

CEPA

（内地

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

排） 政策的大力扶持， 加快自身的经

济转型， 才能继续成为亚洲乃至全球

领先的国际化大都市。” 他说。

舌尖上的香港：

“茶餐厅”前世今生

李真

不敢多说自己对美食的品味， 但我知

道， 如果你是个美食家， 你便多了一种体

验世界和享受生活的途径， 在中国尤为如

此。 中国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传承已经注

释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和富庶， 而今天，

当商人把餐饮当成一个产业来研究的时候，

我建议你去看看香港。 就最普通的财经逻

辑而言， 要了解一个产业， 你一定能够在

经济最发达， 文化最丰富的地方找到这个

产业的未来模式。

在笔者看来， 香港最有特色的餐饮模式

当属 “茶餐厅” 模式， 大约

80%

的餐厅都

是这种 “茶餐厅”。 而这种茶餐厅目前在内

地也是方兴正艾。

“茶餐厅” 是一种典型的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的范例， 你可以简单地把它理解

成一种用经营西式快餐的方式来经营中餐，

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各种餐饮产业在本土化、

国际化、 都市化、 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种大整

合， 在这个产业中， 几乎可以看到所有产业

的影子。

茶餐厅的原材料， 可谓是海纳百川， 兼

容并蓄， 中国的传统饮食， 米、 粉、 面、 粥

和各种菜式， 南方本土的饮食、 烧腊， 日式

的寿司、 乌冬， 海外牛扒、 意粉等等， 茶、

咖啡、 奶茶、 可乐、 柠檬茶、 例汤等等， 凡

此种种， 几乎把所有能够找到的饮食元素都

先汇集起来， 做成各种茶餐厅餐饮原料模

块， 然后进行与时俱进、 顺势而为的大整

合， 那就是西方现代工业所特有的标准化、

流程化， 于是就出现了叉烧饭、 烧鹅饭、

叉烧烧鹅双拼饭， 鱼蛋粉、 牛腩粉、 鱼蛋

面、 牛腩面等各种元素化整合和麦当劳式

的流程。 在香港经济腾飞的日子里， 白领

走进 “茶餐厅”， 大排档走进了空调房， 大

餐被分解成小炒， 然后整合成了一人餐

（也就是所谓的商务套餐）。 其中， 茶是必

须的， 也是唯一免费的万能搭配， 这可能就

是 “茶餐厅” 名字的来由。 而现在内地的一

些茶餐厅是收茶位费的， 这实在不是香港茶

餐厅的初衷。

茶餐厅的规模有大有小， 大的面积超过

80

平米 （我从未见过超过千尺的茶餐厅），

小的仅有两三张桌， 面积不到

10

平米。 厨

房也就

1

平米， 收银只是门口的一张桌子。

你可能会很好奇： 如此迷你的餐厅， 怎么完

成整个餐饮服务的产业链？ 依笔者看来， 其

做法依旧是发挥比较优势， 走专业化、 特色

化的道路。 一般一个茶餐厅只主打一到两种

核心产品， 比如鱼蛋或牛腩或叉烧或云吞，

然后在餐饮大产业链中整合一批标准化产

品， 比如米、 粉、 面、 粥和几种青菜， 配合

几种饮料 （只有极少数的茶餐厅能够提供特

色饮料如自磨豆浆）， 共同形成一个快餐系

列。 这完全是一个高效的工业化过程， 却能

够在极小的空间中游刃有余地展开， 就像香

港的任何行业一样， 是一项高效而专业的系

统工程。

任何想在香港生存的产业， 必须要历经

一道残酷的考验： 租金！ 全世界最贵的租金

已经在香港窒息了所有的制造业和超过一半

的生产性服务业， 茶餐厅作为生活服务业，

自然难以幸免。 一个茶餐厅的老板告诉我一

组数据： 一碗鱼蛋粉， 卖

20

元，

16

元是租

金，

2

元是成本 （材料），

2

元的人工。 其他

的茶餐厅， 情况也都类似。 以笔者愚见， 这

绝对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成本结构， 被高地

价扭曲得面目全非的产业链， 租金这道坎，

绝对是香港

99%

的失败企业最后的封喉一

剑。 在这种情况下， 能够活下来的茶餐厅，

一定都是最优秀的。 这一点可以由味道证

明———这些茶餐厅提供的餐点味道都很棒，

也一定够地道。

能够在一平米的厨房操作空间里做一个

快餐系列， 可以说把资源的运用、 空间的运

用、 流程的运用都发挥到了极致。 “茶餐

厅” 这个行业， 可以说是香港专业化城市的

一个缩影！ 能够做到这一步， 首先要归功于

香港社会中特有的产业链整合。 烧牛腩的可

能只拥有自家的烹制手艺， 在凌晨先做好半

成品， 米、 粉、 面等原材料皆由外购， 饮

料、 蔬菜亦有专业的外送， 任何一份点餐都

可以在

1

分钟内整合加工完毕。 香港的食环

署则拥有一套从街市到任何餐厅的卫生保障

机制， 成为整个产业链的一道安全保护屏

障。 这样的效率可以成就任何产业， 如果不

是

90%

的毛利率限制， 香港的竞争力在全

世界应该都是屈指可数的。

当然， 除去产业整合、 质量控制、 流程

优化等外在因素， 成就香港茶餐厅的还有一

道难以复制的 “内功”， 而这或许也是香港

茶餐厅得以成功的一个最大原因， 那就是：

文化因素———什么都接受、 什么都可以做、

什么都可以尝试； 市场去选择、 客户去选

择、 政府来规诫； 给任何食品以机会， 给任

何产业以机会， 或许， 这也是香港文化的魅

力吧。

双城记

Twinns

记者观察

Observation

香港如何打好“自由行”这张牌

证券时报记者 徐欢

对于内地进一步开放香港自由

行， 香港市民争议颇多。 为安抚民

情，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8

月

31

日表示， 未来三周之内， 内地

都不会发出新的自由行 “一签多

行” 及异地办理签证， 并由两地相

关部门就有关问题进一步磋商及建

立机制， 务求新措施不会对香港构

成压力。

内地开放赴港自由行， 起源于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造成香港经

济低迷， 期间历经

2003

年

SARS

疫情摧折， 更是令香港经济沉入谷

底， 中央政府随即推出一系列挺港

措施， 尤以开放个人游立竿见影，

即时带动香港经济复苏。 随着内地

个人游的城市持续增加及多项便利

措施出台， 个人游已取代旅行团成

为内地客访港主流。 截至去年年底

的过去

7

年当中， 有逾

6000

万人

次通过个人游来港， 为香港带来数

以千亿元计的经济效益。 内地人赴

港旅游在去年更是达到高峰， 推动

整体访港总客量创历史新高， 达

3600

万人次。 数据显示， 去年赴

港旅游的内地客达

2200

万人次，

当中

63%

是个人游旅客， 成为拉

动香港旅游业及其他相关服务行业

发展的 “火车头”， 为香港

6%

的

市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然而， 近年来， 随着客流量的

急速扩大， 自由行的负面效应也逐渐

显现， 衍生出诸多负面问题， 包括大

量内地人赴港生育、 推高物价以及文

化冲突等。 内地自由行确实给香港带

来了沉重压力， 这的确是一个必须正

视的问题。

2012

年

6

月， 中国国家

旅游局局长称， 已注意到香港接待内

地旅客的承受能力； 而香港旅游发展

局主席田北俊也倡导搁置扩大自由

行。 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胡兆英则表

示， 放宽自由行会影响市民生活， 认

为港府有责任收紧审批申请。

但是， 两地之间的商贸往来是

否就该因此止步不前？ 面临内地人

涌港 “洪峰” 的问题， 香港人究竟

是该堵还是该疏？ 这些问题不妨反

过来思考： 如果取消自由行， 对香

港经济影响几何？ 尤其在全球经济

不景气的情况下， 出口疲弱的香港，

对于自由行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否可

以视而不见、 忽略不计？ 且不论长

远影响， 就近而言， 连接深港两地

的香港东铁线沿线商厦会不会即刻

萧条冷寂？ 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口的

香港服务业会否再度失落， 并进而

影响到其他行业？ 再者， 在全球购

物中心都打出中文招牌， 派出会讲

普通话的导购服务中国内地客人之

际， 拥有 “购物天堂” 金字招牌的

香港， 会否因此失色进而失落？

因此， 如何采取正确的心态， 打

好 “自由行” 这张牌， 对于香港经济

的繁荣稳定来说， 并不是一个可以轻

描淡写的话题。

有专家认为， 香港特区政府需要

舒缓资源压力： 既要在程序上满足旅

游生力军有序赴港， 同时香港方面也

要完善设施、 扩大接待规模， 除了多

建酒店和商场之外， 还需在软件上多

下工夫， 包括提升劳工效率、 改进服

务和管理以及纾解部分社会人士的排

外心态等。 梁振英此前已经表示：

“特区政府会关注香港各区、 尤其是

内地旅客比较多参观或光顾地区的设

施问题， 我们一方面会控制入境的人

数， 同时也会增加当地各种服务设

施。” 香港旅游业议会则表示， 今年

有不少酒店新房间落成， 相信可应付

得来。

除此之外， 香港人也需反思不满

情绪是否存在偏见。 有学者指出， 内

地人虽然推高了部分物品的价格， 但

需要看到的是， 全球资金泛滥和香港

经济畅旺才是导致近年持续通胀的主

要原因。 应当看到的是， 就媒体已经

曝光的诸多事件来看， 香港在导游导

购等服务方面也存在诸多不规范的现

象， 给旅游市场造成了不少混乱。

毫无疑问， 香港和内地的经济融

合日益密切， 脚步越来越快是大势所

趋， 尽管两地之间还存在诸多差异，

但从两地经贸往来以及资本市场合作

加深的现状来看， 两地经济一体化，

甚至金融一体化的进程都在加速。 如

何达成双方共赢共生的平衡生态， 才

是香港人应该冷静思考的问题。

深港今日同步

推出“互通行”

香港八达通与深圳通公司宣布，

将于今日起同步推出可在香港及深圳

通用的 “互通行” 智能卡。

据悉， “互通行” 的主要发行

对象为经常往来深港两地的人士，

持卡人可以分别在两地充值， 用于

香港及深圳的交通和零售网络。 随

着深港经济一体化的推进， 目前每

天有超过

40

万人次往返深港两地。

据介绍， 此次同步推出的深港通

用 “互通行” 智能卡将先发行

7600

张纪念限量版， 每张售价

298

港元

或

238

元人民币， 不设按金及储值

额， 每次增值最多

1000

元。 香港销

售版将于

11

日正式出售， 售价

98

港元或

80

元人民币； 深圳普通版

“互通行” 卡则要到年底才推出。

（吕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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