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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2030年料增七成达50万人次

20年内更多年长者出国旅游
全球最大的旅游分销系统公司艾玛迪斯亚太区域总
裁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人口结构改变的方式之一，
人口结构的改变将影响旅游业未来发展，而这对旅
游业者来说是一个契机，让他们抢攻银发族市场，
推出新产品与服务，并把业务区分开来。

孙伟伦

报道

soonwl@sph.com.sg
在接下来的近20年内，到海外
游玩的年长国人人次将增加近七
成，增幅远超出国游玩的新加坡总
人次增幅，旅游业者已为此做好准
备，抢攻银发族市场。
全球最大的旅游分销系统公司
艾玛迪斯（Amadeus）昨天公布了
一项名为《塑造亚太区域旅游未来
发展的四种趋势》调查报告。
报告所关注的是人口结构、国
际贸易与外交、科技以及经济发展

方面的四个发展趋势，将如何影响
旅游业的发展。
报告估计，65岁以上的休闲旅
客目前达30万人次，到了2030年将
增加66.7％，达50万人次。
相比之下，艾玛迪斯提供给本
报的数据显示，出国游玩的总人数
增幅只达18.8％，从734万2000人
次，至2030年的871万8712人次。
艾玛迪斯委任市场调查公
司弗若斯特与沙利文（Frost &
Sullivan）进行调查，针对来自新
加坡、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尼
西亚、印度和澳大利亚七个国家的

八旬妇虐佣罚一万五
老妇怪女佣害她煮饭时碰到热
锅，竟开炉火把煎铲烤热，然后用
热煎铲烫女佣手臂。老妇麦姆娜
（80岁）昨天在家人陪同下坐轮椅
出庭，法官判她罚款1万5000元。
苏峇士律师促请法官脱离一般
刑罚，判老妇高额罚款。律师指
出，老妇年事已高，患有许多疾
病，现在必须靠轮椅代步。她患有
自身免疫溶血性贫血，同时因为骨
骼疏松，导致脊椎骨折。
律师指出，老妇烫伤印度尼西
亚籍女佣普堤里（23岁）后感到后
悔，立刻替女佣在伤口上涂牙膏。
主控官耐都副检察司则反驳
说，麦姆娜虽曾尝试减轻女佣的烫
伤，但过了几个星期又打女佣。据
知，老妇案发时不需靠轮椅代步。
由于老妇的女儿戴连娜（房地
产经纪，44岁）也涉嫌伤害同一名
女佣，母女俩去年展开联合审讯，
但老妇中途认罪。

这起虐佣事件发生在淡滨尼41
街第429座组屋单位。案情显示，
老妇在2009年11月跟女佣正在准备
晚餐时，不小心碰到一个热锅，就
责怪女佣。老妇当时开了炉火把煎
铲烧热，两次把烧热的煎铲按在女
佣右臂上，痛得女佣大叫。
老妇见女佣的手臂烫伤，才赶
紧替女佣在伤口上抹牙膏。虽然最
后无碍，但女佣手臂上仍清楚留下
烫伤疤痕。
同年12月2日下午5时，老妇再
度用两 个塑料 衣架打 女佣。六小
时后，她还拿塑料勺打女佣的头三
下。警 方 是在隔天接获电话 举报
后，将女佣送往医院治疗。
控方以老妇烫伤女佣的控状提
控她，其余两项蓄意伤人控状，则
交由法官下判时考虑。老妇的女儿
戴连娜也面对三项控状，她否认在
2009年10月至11月间掌掴及打女佣
的脸和耳朵，案展至3月5日续审。

数的增加是个不容忽视的趋势，它
们已为此做好准备。

新加坡出境旅游人次
65岁以上

30万

65岁以下

业者纷纷推出
适合年长旅客配套

50万

704万2000

821万8712

2013年：734万2000

2030年: 871万8712

数据来源：弗若斯特与沙利文市场调查公司

1500多名休闲和商务游客，在去年
上半年，通过面对面、互联网或电
话来进行调查。报告也综合了来自
其他组织机构所提供的数据。
艾玛迪斯亚太区域总裁大
卫·布雷特（David Brett）认为，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结构改变的方式

之一，人口结构的改变将影响旅游
业未来发展。
“这对旅游业者来说是一个契
机，让他们抢攻银发族市场，推出
新产品与服务，把他们的业务区分
开来。”
受访旅游业者表示年长游客人

赌客“逾时”逗留赌场
王润

报道

wangrun@sph.com.sg
明天起，须缴付入门税进入赌
场的新加坡赌客“逾期”在赌场逗
留将构成违法行为。他们将面对最
高1000元罚款，违反第三方禁门令
者也将面对最高1万元罚款。
为减低赌场可能对社会造成的
不良影响，2006年生效的赌场管制
法令（Casino Control Act）去年底完成
首次修订，多数新条款明天生效。
赌场管制法令规定，所有新加
坡公民和永久居民进入赌场每天须
缴付100元入门税，或一次过缴付
2000元年费。修法前，在赌场入门
税有效期结束后仍逾期逗留或逃缴
入门税，并非违法行为，违例者只
需缴付所拖欠的每日100元入门税
便可了事。日后，他们在补缴入门
税后，还将面对最高1000元罚款。

拥有350家公司会员的新
加坡全国旅行社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ravel Agents
Singapore，简称NATAS）总裁邱武
侯日前受访时说，许多年长者有时
间也有钱出国旅游，加上我国人口
日趋老化，是时候把旅游展的促销
焦点放在年长者身上。
大通旅游高级副总经理佘柳华
昨天受访时说，他们所接待的顾客
有超过40％年龄在55岁以上，相信
年长旅客人数还会增加。
对此，公司也开始推出一些吸
引年长者的旅游配套，其中就包括
到中国上海或山东的老年大学，参
加一两天的课程。
她说：“年轻人喜欢上网订机

票、自己找住宿，但越是年长，就
越想轻轻松松去旅行。乐龄市场的
确是个一直在扩展的市场。”
中欧航旅也看好这个市场，在
一年前推出前往中国长寿村的旅游
配套，旅行社至今已经接待超过
6000人，多数为年长者。董事总经
理许炳辉昨天对本报说中欧航旅希
望本年度可以吸引到超过8000名游
客参加这类旅行团。
他说：“中年和年长游客比较
喜欢到环境干净、清幽的地方旅
行，类似长寿村的景点也能让他们
了解别人是怎么养生的，对他们来
说很有吸引力。”
在人口结构方面，除了人口老
龄化，报告也凸显女性商务游客市
场的潜能。调查发现，我国目前
每年有约100万名女性游客出国公
干，她们构成商务游客总人次的
32％。到了2030年，女性商务游客
人数将增加71％，近180万人次。

明起最高罚款1000元

此外，违反第三方禁门令往后
也是违法行为，违法者将面对最高
1万元罚款，或长达12个月监禁，
或两者兼施。在第三方禁门令下不
得进入赌场的包括，破产、领取公
共援助金或特别补助者、在社区关
怀计划下接受中短期援助者，以及
拖欠房租超过半年的租赁组屋租
户，还有遭警察总监禁门者。这些
人大约有4万3000人。
自愿禁门令者和家属禁门令者
不受法令限制。现有9万2000多个
自愿禁门令者，家人申请的禁门令
者则有1300多个。
配合法令新条款的执行，本地
两家赌场业者调整作业方式，提醒
和协助赌客了解新条款，以防违
例。

赌场设显示屏提醒赌客
圣淘沙名胜世界在赌场出口处
加设会员查询机和付款机各两台，
赌客可在出赌场前，先核查入门
税是否过期，如有需要，先补缴入
门税后，再出赌场。圣淘沙名胜世
界也在赌场的出入口和赌场内张贴
海报，和通过液晶屏幕显示相关信
息，提醒赌客核查入门税时限。
滨海湾金沙则通过每小时的广
播，宣传信息。他们也利用赌场内
的显示屏提醒赌客在出赌场前核查
入门税时限。
赌场管制局发言人说，新条款
辅助其他社会保护条例，协助管制
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的问题赌博
行为。修订后的法令是要确保新加

圣淘沙名胜世界在赌场的出入口处通过液晶屏幕显示新条款相关信息，
提醒赌客核查入门税时限。（邬福梁摄）
坡人继续享有综合度假胜地和赌场
带来的好处的同时，避免新加坡人
所可能受到的赌场负面影响。
在赌场管制新条款生效前，赌
管局在抵触社会保护条例下，向违
反条例的赌场业者开罚单。至今，
圣淘沙名胜世界因让16名未缴100
元入门税的公民或永久居民进场赌
博、让13人逾留超过24小时，以及
让8名有禁门令者入场，而被罚款
25万5000元；滨海湾金沙则因让30
名未缴入门税者进赌场，让5人逾
留超过24小时，以及让31名有禁门
令者入场，而被罚款69万7500元。
偶尔光顾赌场的黄华秀（63
岁，退休人士）对新条款表示欢
迎，她说，这将提醒赌客要有“时

间观念”，不会赌到废寝忘食。

入门次数限制年中生效
另外，新推出的赌场入门次
数限制令（visit limit）将在年中生
效，限制经济拮据者进入赌场的次
数。抵触第三方赌场入门次数限制
令者，可面对高达1万元罚款或不
超过12个月监禁，或两者兼施。
修订后的赌场管制法令其他新
条款包括更严格管制赌场运作、大
幅提高受纪律处分的赌场业者所面
对的最高罚款额，即从目前的100
万元提高至赌场上一财政年总收入
的10％；以及加重对非法中介公司
的处罚，罚款额从之前的30万元提
高至50万元等。

简 讯
第5期《逗号》教你勇敢追梦
歌唱选秀比赛在本地卷土重来，有越来越多中
学生加入战局，而且他们实力坚强，超龄的惊人表
现让评审赞叹不已，一点也不输年纪较大的对手！
本期《逗号》直击海蝶唱片公司举办的第6届
《非常歌手》训练班，看看其中四名在籍学生如何
心怀音乐梦想，在歌唱培训过程中，更认识自己、认
识音乐，也更勇敢追梦。每年一次的学生通讯员招
生活动又来了。欢迎所有中二及以上，对华文、摄影
或美术设计有兴趣的学生报名，招生详情请看本期
《逗号》或到逗号网（zbcomma.sg）下载报名表格。

Investment company with variable capital
Registered office: 49,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R.C.S. Luxembourg B-124.284
(the “Company”)
IMPORTANT NOTICE TO SHAREHOLDER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hereby informs the shareholders of the
Company (the “Shareholders”) that it has resolved to change the names of the
sub-funds of the Company (i) to insert the reference to "UCITS" in the name of
each sub-fund of the Company before the word “ETF” and (ii) to shorten the
name of certain sub-funds of the Company for simplification purposes.
The change of name referred to under (i) above is resolved in anticipation of
and to comply with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European Securities and
Markets Authority (“ESMA”) to use the specific identifier “UCITS ETF” in the
name of sub-funds which fall under the definition of a UCITS exchange traded
fund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guidelines of ESMA.
Shareholders should note that the investment objectives and the relevant
underlying indices of the sub-funds of the Company will remain unchanged.
A full list showing the old and the new name of each of the sub-funds
concerned and copies of the revised prospectus of the Company dated
February 2013 (the “Revised Prospectus”) reflecting the change of names will
be available on the website of the Company, http://www.etf.db.com, and a
copy may be obtained free of charge at the Company’s registered office or at
the office of the Singapo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sub-funds of the Company
currently recognised by th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the “MAS”)
under section 287 of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t (Cap. 289) of Singapore
(the “SFA”) (“Singapore Sub-Funds”), Deutsche Securities Asia Limited,
Singapore Branch (the “Singapore Representative”). Shareholders should note
that the list referred to above includes all sub-funds of the Company which will
be changing their names (including sub-funds which are not recognised by the
MAS under section 287 of the SFA) and Shareholders may wish to contact the
Singapore Representative for more details on the Singapore Sub-Funds which
will be changing their names.
The Singapore prospectus (which will incorporate the Revised Prospectus) and
product highlights sheets of the Singapore Sub-Funds currently listed on the
SGX-ST will be updated in due course to reflect the change of names.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name changes may be obtained from
the legal entities mentioned under ‘Contact information’ below or by sending
an email to info.dbx-trackers@db.com. Shareholders may also wish to contact
the Singapore Representative at telephone number (65) 6238 8868.
Luxembourg, 30 Januar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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