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业

旅游业是香港的主要经济支柱之一。 2018年，旅游业占本地

生产总值约 4.5%，就业人数约 257 000人，占全港总就业人数

约 6.6%。 
2019年，受本地社会事件影响，整体访港旅客人次较  

2018年下跌 14.2%至 5 591万。踏入 2020年，受 2019冠状病毒

病疫情影响，旅游业受到严重打击， 2020年首五个月访港旅

客人次按年大跌 88.2%至 350万。

旅客住宿：截至 2020年 5月底，本港共有 306间酒店，提供约 
84 900间房间。 2019年的酒店房间平均入住率下跌 12个百分

点至 79%。 2020年首五个月，受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影响，

酒店房间平均入住率较 2019年同期下跌 52个百分点至 38%。

政府一直采取不同措施，鼓励各类酒店的发展，以配合旅客的

不同需要。举例而言，政府在 2020-21年的卖地计划中，推出

了六幅商业或酒店用地。

香港入境手续：政府致力使访港旅客出入境更方便快捷。现时

约有 170个外国国家及地区的居民可无须签证来港旅游七天至 
180天不等。

至于内地访港旅客方面，「个人游」计划于 2003年 7月实

施并逐步扩展，让内地指定城市的居民无需参加旅行团而以个

人身份访港。该计划现时覆盖 49个内地城市，即广东省内全

部 21个城市、上海、北京、重庆、天津、成都、大连、沈

阳、济南、南昌、长沙、南宁、海口、贵阳、昆明、石家庄、

郑州、长春、合肥、武汉，以及福建省（福州、厦门、泉

州）、江苏省（南京、苏州、无锡）及浙江省（杭州、宁波、

台州）内合共九个城市。「个人游」旅客占内地旅客的比例由 
2004年 35%增至 2019年 57%。自计划实施以来，截至 2019年 
12月底，「个人游」旅客人次超过 2亿 9 444万。

旅游事务署：该署于 1999年 5月成立，负责统筹政府内部各项

发展旅游业的工作，并提供政策支援，推动本港的旅游业。

政府向来与业界紧密合作。政府透过不同组织，例如香

港旅游发展局（旅发局）、香港旅游业议会（旅议会）、旅游

业监管局，以及旅游业策略小组和邮轮业咨询委员会等咨询机

构，寻求意见并与业界合作。

旅游业发展蓝图：  2017年 10月，政府公布《旅游业发展蓝

图》。蓝图除了订立明确的愿景和目标，即将香港发展成为世

界级的首选旅游目的地，让行业得以平稳、健康及持续发展，

亦定下四大发展策略，以此为基础制订不同旅游项目及措施。

策略一：开拓多元化的客源市场， 集中吸引高增值过夜旅客

来港

把握「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大湾区）发展带来的

机遇： 2017年 8月，政府与原国家旅游局（ 2018年 3月与国家

文化部合并为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签订《关于进一步深化内地

与香港旅游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彼此合作。双方正积极落

实协议，包括向「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和大湾区城市展开推

广，与香港共同开发「一程多站」旅游产品和路线。 
2019年 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为区

内旅游业发展注入新动力。旅游事务署正积极以 2017年 12月

成立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联合会」为平台，与澳门特区

及九个内地大湾区城市的旅游部门深化合作，包括于 2019年 6
月 12日在港举行联合会第二次年度会议，商讨为海外旅客在

大湾区内通行争取更多便利、加强市场监管合作、加强宣传推

广合作，以及支援业界开发更多「一程多站」旅游产品等。

推广香港：旅发局是专责在全球推广香港为世界级旅游胜地的

法定机构。除香港总办事处外，旅发局在全球六个不同区域设

有 21个办事处及代办，向全球旅客推广香港。

旅发局一直进行市场研究，并与业界分享研究结果。此

外，旅发局集中在全球 20个主要客源巿场（占访港旅客总数

约 96%）进行市场推广。

旅发局采取高度弹性和灵活的策略，把推广资源适当地

分配到各个客源市场，务求能迅速回应宏观市场环境的突发事

件或转变，并且将风险减至最低。旅发局将推广焦点放于主要

客源市场（例如台湾、东南亚国家和南韩），吸引该等市场的

旅客到访，同时把握印度、俄罗斯及海湾合作地区国家的经济

增长，以及往返该等市场的航班班次增加等利好因素，加快开

拓此等新市场。

旅发局亦透过结合互联网、消费者推广和公关宣传活动

的综合方式进行推广，向世界各地的旅客介绍香港的旅游特

色。旅发局的网站（ www.discoverhongkong.com）现提供 15
种语言共 22个不同市场版本。为提升旅客从来港前的计划至

到港后的旅游体验，旅发局现已加强网站内容，提供更丰富的

旅游资讯和最新的活动。旅发局亦提供专项资料，持续更新香

港的情况。同时，旅发局积极利用社交网站和智能手机平台推

广香港，并与传媒和网络名人合作，透过富有特色的内容和短

片，宣传香港多元化的旅游特色。

旅发局一直与旅游业界伙伴紧密合作，为他们创造商

机，包括组织代表团前往客源市场，和来港考察的业界代表

团。旅发局亦与内地各文化和旅游部门紧密合作，透过举办路

演、推介会和考察团、在旅游展设立联合展台、刊登广告等工

作，在多个海外市场向当地业界和媒体推广「一程多站」旅游

行程。

策略二：培育及拓展具本港及国际特色的旅游产品及项目，包

括文化、古迹、绿色及创意旅游，并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会议

展览旅游目的地、地区邮轮枢纽及亚洲盛事之都的地位

多元化的旅游特色：为丰富旅客体验，政府正在不同地区拓展

特色旅游。以中西区为例，经更新的孙中山史迹径配合元创方

和「大馆」（由中区警署建筑群活化而成的古迹及艺术馆）

等，进一步把中西区的历史及艺术元素融合。同时，旅发局先

后推出了「旧城中环」及「香港‧大城小区 -深水埗」推广项

目，将地区内丰富的旅游特色重新整合，凸显区内的历史建筑

及地标、艺术文化、地道文化、时尚生活、美食及娱乐等不同

独特元素。

为推广文化旅游，旅发局推出了多条香港漫步游路线，

带领旅客探索香港不同地区（例如粉岭的围村，以及油麻地和

旺角的露天市集）的独特文化、地道美食和历史风貌。旅发局

亦与业界合作推广具特色的传统风俗和节庆，如元朗及茶果岭

天后诞会景巡游、筲箕湾谭公诞、长洲太平清醮、大屿山宝莲

禅寺浴佛庆典，以及中秋节期间举行的传统舞火龙活动。

旅游事务署正按自然保育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各区

推广绿色旅游，展现香港自然生态繁茂多姿的一面。旅发局一

www.discoverhongkong.com）现提供


	

	
 

 

	

 
 

 
 

 

 
 

 
 

 
 

 
 

  
 

 
 

 
 

 
 

 
 

 
 

 
 

 
 

  
 

 
 

 
 

 
 

 
 

 
 

 
 

直以「香港郊野全接触」为推广平台，向旅客推介香港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离岛风光、热门及具旅游潜力的行

山径，以及其他绿色景点。其中，香港湿地公园是集自然护

理、教育及旅游用途于一身的世界级景点，包括占地 60公顷

的户外湿地保护区，以及占地 10 000平方米并设有五个展览廊

室的访客中心。此外，旅游事务署已于 2019年第四季以先导

计划形式于西贡盐田梓举办艺术暨古迹、文化及绿色旅游的新

活动。

旅游事务署于 2004年年初推出在维多利亚港（维港）每

晚上演的「幻彩咏香江」，每年吸引约 150万旅客观赏。旅游

事务署已于 2017年 12月、 2018年 11月及 2019年 12月更新「幻

彩咏香江」，于维港两岸分别有 39幢大厦及 3个景点参与汇

演，令维港夜景更璀灿耀目，并为旅客带来新体验。

主题乐园及其他景点：政府不断发展及完善各旅游景点，包括

两大主题乐园，以增强香港作为首选旅游胜地的吸引力。

海洋公园是一个拥有超过 80个景点的世界级海洋主题公

园。香港海洋公园万豪酒店在 2019年 2月开幕后，更令海洋公

园成为世界级的渡假胜地。为进一步提高公园的整体吸引力和

接待旅客能力，海洋公园正在大树湾发展结合户内及户外的全

天候水上乐园和香港富丽敦海洋公园酒店。我们认为公园未来

的发展应更集中发挥其在教育和保育方面的功能。

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香港迪士尼乐园）正推展其扩

展计划，多项新设施陆续启用，包括分别在 2018年 5月及 2019
年 3月推出的「魔海奇缘凯旋庆典」舞台表演和「蚁侠与黄蜂

女：击战特攻！」游乐设施。其他相继落成的项目包括将于 
2020年年底起推出的更盛大城堡及其全新日间和夜间表演，

以及在未来数年推出两个分别以「魔雪奇缘」和「漫威」超级

英雄为主题的新园区。

除香港迪士尼乐园外，不少景点亦位处大屿山。昂坪 360
于 2006年 9月启用，包括全长 5.7公里约 25分钟的缆车旅程，

以及建有具文化特色主题建筑的昂坪市集。昂坪 360于 2009年

推出水晶车厢，让旅客全方位饱览大屿山的自然景色。旅客游

毕昂坪市集后，可继续前往于 2010年 8月落成、占地 1.5公顷

的昂坪广场，游览广场的牌楼、菩提路、地坛和中式亭园，以

及邻近的宝莲禅寺、天坛大佛、心经简林等景点。旅客亦可前

往大屿山其他别具特色的地方，包括大澳渔村、大屿山南部优

美的海滩等。

会展旅游：政府致力加强香港作为亚洲区内首选会展旅游目的

地的吸引力。旅发局已于 2008年 11月成立「香港会议及展览

拓展部」，利用政府的额外拨款，提升香港的会展旅游形象，

以及加强为将在香港举行的会展旅游活动提供支援。受本地社

会事件影响， 2019年过夜会展旅客较 2018年下跌 14.2%至 169 
万人次。

香港主要会展场地为毗邻机场的亚洲国际博览馆、位于

市中心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以及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  
2019年，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和亚洲国际博览馆在《亚洲会议

展览及奖励旅游》杂志举办的业界调查中，一同名列「亚太区

最佳会议展览中心」三甲之内。

邮轮旅游：位于前启德机场跑道的启德邮轮码头于 2013年 6月

开始运作，可容纳两艘全球最大型的邮轮同时停泊。启德邮轮

码头连同尖沙咀的海运码头，提供所需的基建以巩固香港作为

区内主要邮轮枢纽的地位。旅发局会继续制定推广策略，吸引

更多邮轮访港。

透过新策略支持盛事和活动在港举行：自 2017年起，政府推

行新的策略支持不同规模和类型的盛事和活动在港举行，包

括：为极具旅游价值的大型商业盛事提供一站式支援；把本地

创立的盛事打造为亚洲区的品牌盛事；协助宣传已树立国际品

牌效应的盛事继续在港举行；以及支持旅发局推行本地特色旅

游活动先导计划，以资助具备香港特色和独有吸引力的艺术、

文化、节庆、餐饮或体育活动在港举行。

旅发局致力在全年推出盛事，让旅客有难忘的在港旅游

体验，例如：「新春国际汇演之夜」、「香港龙舟嘉年华」、

「香港单车节」及「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大型活动。旅发局

将其各项活动串连传统节庆及文化盛事，同时一并推广由其他

机构举办的节目，务求丰富旅客体验，巩固香港作为「亚洲盛

事之都」的形象。另外，旅发局与业界伙伴合作，推出崭新旅

游产品、活动和优惠，以迎合不同客群的需要和兴趣。

策略三：推动智慧旅游

智慧旅游：政府会透过智能科技提升旅客旅游体验，提供便利

旅游的服务，并鼓励业界善用创新科技以增强竞争力。

旅游事务署与政府相关部门一同研究在旅游景点增加免

费 Wi-Fi热点，并在上网速度和稳定性方面加强服务，方便旅

客使用免费公共 Wi-Fi服务。在便利旅游服务方面，我们已于 
2018年 9月推出首个官方旅游着陆网站「游 @香港」，当旅客

在香港国际机场、广深港高速铁路西九龙站和港珠澳大桥香港

口岸使用有关场地提供的免费 Wi-Fi服务时，为他们提供旅游

资讯（包括所身处场地的设施、往来旅游热点的交通资讯、购

物、美食、酒店和优惠资讯），协助他们规划行程及便利他们

在港旅游，我们会将着陆网站陆续扩展至其他边境管制站。其

他项目包括提供拨款支持业界透过使用资讯科技以增强竞争

力、应用智能科技于旅游景点等。旅游事务署亦已委聘顾问，

研究在本港推动智能旅游的策略和项目。

策略四：提升旅游业服务质素，推动业界采用良好营商手法

行业规管：旅游业现时实施双轨规管制度。一方面，旅议会负

责行业自我规管，透过制订作业守则及指引，以及设立纪律处

分机制，规管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另一方面，旅游事务

署辖下的旅行代理商注册处（注册处）负责按照《旅行代理商

条例》签发旅行代理商牌照及相关工作，包括监察旅行代理商

的财务状况。截至 2020年 4月底，持有注册处所发牌照的旅行

代理商共有约 1 720个，而经旅议会核证的导游和领队分别共

有约 5 670名和约 16 710名。

至于将来规管制度方面，在立法会通过《 2019年旅游业

条例 (生效日期 )公告》后，行政长官任命旅游业监管局成员。

旅游业监管局为新法定监管机构，主要负责有关旅行代理商、

导游和领队的发牌和规管事宜。政府正支援该局进行一切所需

准备，以分别从注册处和旅议会接管发牌和规管业界的职能，

全面推行新规管制度。

提升服务水平：旅发局致力推广「优质旅游服务」计划，协助

零售、饮食及旅客住宿业界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为旅客提供

优质服务和更周全的品质保证。截至 2019年年底， 1 239家商

户合共 8 179间店铺及 378间客房，已取得「优质旅游服务」

计划的认证。

旅游事务署自 2001年起推行「香港青年大使计划」，目

的是启迪年青人以殷勤有礼之道迎接旅客，并在学校及社区推

展好客文化。旅游事务署亦与旅游业界、相关行业及内地文化

和旅游部门保持联系和合作，鼓励前线人员互相交流，进一步

提升服务质素。

「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https://www.gov.hk 旅游事务署互联网网址： 
本文所有数据可随意摘录，无须注明引录来源。 https://www.tourism.gov.hk 2020 年 5 月

香港旅游发展局互联网网址： 
https://www.discoverhongk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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