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香港旅游发展局  

2008-09 年度工作计划   
 
目的  
 
1 .  本文件提供香港旅游发展局 (旅发局 )2008-09 年度的工作计划。

文件亦简述香港旅游业在 2007 年的概况和 2008 年的展望。  
 
背景  
 
2 .  旅发局的主要职责是在全球推广香港为首选的旅游目的地，因

此，旅发局主要工作均在内地及海外进行。现时，旅发局在全球共设

有 15 个办事处及六个地区代办，负责策划及推行旅游业界和消费者

推广活动，以及透过传媒宣传香港。香港的总办事处则透过深入的市

场调查和分析，拟定整体市场推广、业务发展及旅游产品发展的策

略，并为其全球办事处提供广泛而重要的支持。  
 
3 .  旅发局的理事会由 20 位成员组成，广泛代表旅游业及社会不同

界别。理事会之下设有四个委员会，包括稽核委员会、财务及编制委

员会、市场推广及业务发展委员会，和产品及活动委员会，负责监管

旅发局各方面的工作及提供意见。此外，旅发局亦与旅游事务署、有

关政府部门、旅游业界，以及其它与旅游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伙伴紧

密合作。  
 
4 .  2007 年 12 月 13 日，在立法会政府帐目委员会就有关审计署署

长第四十九号报告书(第 5 及第 6 章)的公开聆讯中，议员注意到旅发

局会向立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介绍其 2008-09 年度的工作计划，

以加强透明度及问责性。  
 
5.  旅发局在拟备工作计划时，已充分考虑审计署报告的有关建议。

虽然部分范畴如工作表现评估指标和大型活动策略仍在检讨中，但旅

发局仍会按其法定职能，继续进行日常推广工作，积极和有效地推广

香港。  
 
咨询旅游业及相关界别  
 
6 .  旅发局广泛和定期咨询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当中包括旅游业相关

界别及其它伙伴，例如与旅游业有关的学者、零售界和餐饮界。旅发

局并将咨询持份者的过程制度化，以制订、推行及评估其工作计划。

在制订 2008-09 年度工作计划时的有关过程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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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拟备工作计划  

旅发局评估 2007 年旅游业的发展和机遇后，于 2007 年 9
至 10 月开始咨询旅游业内不同持份者的意见。旅发局在

2008 年 2 月拟定了工作计划后，将邀请持份者出席「香港

旅业展望」简报会，并在会上介绍来年工作计划的详情。  
 

(b)  推行主要计划  
在推行重要推广工作如大型活动前，旅发局将咨询旅游业

界和非旅游业界伙伴的意见，其中包括商户和商会。  
 

(c)  评估主要活动  
旅发局在主要活动完结后收集旅游业界和非旅游业界伙伴

的意见。  
 
此外，旅发局亦透过参与多个策略小组、论坛和业界组织，与旅游业

和相关政府部门紧密合作。这些组织包括旅游业策略小组、香港旅游

业联会、香港会议展览及企业活动市场推广工作小组、香港旅行社协

会，以及旅游业前线人员组织，例如香港注册导游协会，以及金钥匙

会。  
 
2007 年旅游业概况  
 
7 .  在政府、旅游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2007 年本港旅游业

持续稳步增长。有关旅游业各项业绩指标，请参阅下表：  
 

 2007 年  
业绩* 

2007 年  
原订预测  

与 2006 年

比较  
整体访港旅客人次  28,169,293 26,419,955 +11.6% 
    内地访港旅客人次  15,485,789 14,132,948 +13.9% 
    非内地访港旅客人次  12,683,504 12,287,007 +8.8% 
旅客平均留港时间 ^ 3.3 3.5 -0.2 
旅客整体满意程度 ^  (10 分为

满分 )  
8.1 8.0 +0.1 分 

「过夜旅客」人均消费 ^   $5 ,162 $4 ,763 +7.6% 
与入境旅游相关的总开支 (十
亿港元 )  

$138.0  $124.4  +15.7% 

*  于 2008 年 1 月估计的 2007 年全年数字   
^   不包括「入境不过夜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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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07 年访港旅客人次增加的原因包括全球经济持续强劲、货币

汇率有利于香港、航空载客量增加，以及本港酒店房间供应量上升(截
至 2007 年底，本港酒店房间增至 51,506 间，升幅约 9%)。  
 
9 .  在各个客源市场中，内地继续成为最大的旅客来源，访港旅客人

次录得 13.9%的双位数字增幅。2007 年下半年，自政府及旅游业界推

出一系列打撃「零团费」问题的措施后，再加上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十周年的宣传活动及传媒的广泛报道，内地旅客人次的增长尤其显

著。此外，消费旅游客群的持续增长，特别是来自广东省的旅客，也

是内地旅客上升的主要动力。  
 
10.  国际市场方面，无论长途或短途地区市场均录得增长；其中，

「欧洲、非洲及中东」和「澳洲、新西兰及南太平洋」地区，分别录

得 14.2%和 13.4%的双位数字增幅。而高潜力市场如南韩、菲律宾，

以及新兴市场如俄罗斯及中东，亦分别录得 21.9%、21.8%、12.8%
及 23.7%的强劲增长。有关 2007 年来自各客源市场的旅客人次，请

参阅附录一。  
 
11.  除了访港旅客人次稳步增长外，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亦升至

5,162 港元，增长 7.6% (截至 2008 年 1 月的估计数字)。初步数据显

示，与入境旅游相关的总开支上升 15.7%，创 1,380 亿港元的新高。

旅客平均留港时间方面，由于内地政府规定，持商务签注的内地旅客

自 2006 年 5 月起最多只可留港七天，而申请探亲签注的条件亦告收

紧，内地旅客的留港时间因而缩短，导致整体旅客平均留港时间下调

0.2 晚。  
 
12.  在 2007 年，旅客对香港的整体满意程度达 8.1 分 (10 分为满

分)，上升 0.1 分。其中，表示会再度访港的旅客共 90%，上升 3%，

显示香港仍极具旅游吸引力。旅发局的市场调查显示，令访港旅客印

象特别深刻的，是香港先进又现代化的基建、国际都会形象，最重要

是香港拥有中西文化共融的魅力。其中，短途旅客对香港的购物、美

食、主题公园，以及全年不绝的活动和节庆特别感兴趣；长途旅客则

喜欢与本地市民接触和交流，并在西方和现代化的基建环境下，体验

地道的东方文化。事实上，在世界旅游组织每年一度的国际旅客数字

排名中，香港名列亚太区旅游胜地的三甲之内。香港亦获得多个国际

旅游奖项，证明极受旅客欢迎。在 2007 年，香港分别获得多个国家

的旅游业界、传媒和消费者选为「最喜爱的城市」及「最佳会展及奖

励旅游城市」，这些国家包括内地、英国和美国。有关 2007 年由各

个著名组织或机构颁发予香港或旅发局的奖项，请参阅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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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旅游业展望  
 
13.  展望未来，旅发局对旅游业在 2008 年的前景保持审慎乐观。当

中，利好因素包括货币汇率有利于香港、航空载客量上升(包括长途廉

价航空服务 )，以及内地出境旅游市场持续增长  (预计内地将继续成为

本港旅游业的推动力)。此外，亚太区旅游点对全球旅客的吸引力持续

上升，加上区内经济蓬勃，均有利区内旅游业。今年 8 月，2008 北京

奥运便会举行，将成为全球焦点。奥运加上在港举行的马术比赛项

目，将会是香港的一个黄金机会，有助向全球展示香港的国际都会形

象，以及多元化的旅游魅力。  
 
14.  尽管本港旅游业面对以上利好因素，但也不能低估潜在风险，例

如美国经济不明朗可能令全球旅游业放缓、邻近旅游目的地投入大量

市场推广资源造成激烈竞争，以及内地逐渐强化与其它航空枢纽的网

络。其中，内地与台湾可能进行直航，以及内地放宽旅行团前往台

湾，均可能影响来自台湾及内地的旅客人次。此外，虽然北京奥运将

带来极佳的推广机遇，但据以往其它城市举办奥运会的经验，不少旅

客也可能选择留在家中，以避免在奥运期间到访主办城市。  
 
15.  内地缩短劳动节黄金周，以及将清明、端午和中秋等节日订为公

众假期的新安排，也可能影响内地旅客的旅游模式。虽然这项新安排

所带来的影响和程度仍有待确定，但从旅游业界的反应得知，尽管有

关安排将鼓励广东省旅客及来自上海和北京的年轻客群更多地来港享

受短假期，但黄金周缩短也可能影响内地旅客的长途旅游意欲，因而

影响来自较偏远或非广东省地区的访港旅客人次。旅发局会继续密切

留意这趋势，并在有需要时灵活调整推广活动。  
 
2008 年旅游业预测  
 
16.  下表列出旅发局预测 2008 年本港的旅游业绩：  
 
 2008 年预测  与 2007 年比较  

整体访港旅客人次  30,429,696 +8.0% 
    内地访港旅客人次  16,763,992 +8.3% 
    非内地访港旅客人次  13,665,704 +7.7% 
旅客平均留港时间 ^ 3.2 -0.1 
旅客整体满意程度 ^  (10 分为满分 )  8.1 +0.0 分 
「过夜旅客」人均消费 ^   $5,411 +4.8% 
与入境旅游相关的总开支 (十亿港元 )  $152.7 +10.7% 

^   不包括「入境不过夜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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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球经济和旅游市场环境，旅发局预测，2008 年访港旅客将达

3,040 万人次，上升 8%。这个增幅不但高于世界旅游组织预测 2008
年全球旅客数字将上升 5%，同时亦高于亚太旅游协会预测区内旅客

将平稳增长 6.2%。此外，旅发局预测，与入境旅游相关的总开支也

会进一步上升，至于旅客整体满意程度则保持现有水平。不过，由于

「一程多站」和短时间的旅游模式愈趋普及，预料过夜旅客的平均留

港时间将下调 0.1 晚。  
 
市场推广策略  
 
17.  旅发局在全球推广香港时，采取锁定目标和针对性的策略，为各

个市场和目标客群制订针对性的策略，并确保把足够的推广资源，投

放于内地及海外市场。在 2008-09 年度，旅发局将根据各个客源市场

现时的访港旅客人次、现阶段及未来的增长潜力，以及其策略重要

性，集中在 19 个客源市场 1 进行推广 ( 它们共占整体访港旅客的

93%)。旅发局将会增加投放于内地及海外的市场推广资源，务求维持

各主要客源及高潜力市场的增长动力，并且提升各个全新和新兴市场

的发展潜力，重点包括：  
 

(a)  继续在内地投入资源，充分把握内地境外游市场迅速增长

的机遇。为强化市场渗透率和开拓更多新客源，旅发局会

把推广工作延伸至广东省以外和二线城市；  
 
(b)  调配更多资源发展菲律宾和南韩这两个高潜力市场；及  
 
(c)  投放更多资源于全新和新兴市场，这些市场包括在 2007 年

业绩强劲的俄罗斯、印度和中东。继去年在俄罗斯委任地

区代办后，计划于 2008-09 年度在杜拜委任地区代办。  
 
另一方面，旅发局总办事处的推广资源则会相应减少。附录三详列旅

发局建议 2008-09 年度投放于内地、海外及总办事处的推广资源，合

共 3 亿 3,190 万港元。  
 

                                              
1 首要市場：內地、台灣、日本、美國及南韓 
 主要市場：澳洲、英國、菲律賓、新加坡及馬來西亞 
 二線市場：泰國、印尼、加拿大、德國及法國 
 新興市場：印度、中東、俄羅斯及荷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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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 年度工作计划  
 
18.  下文第 19 至 28 段列出旅发局 2008-09 年度工作计划内的主要

项目和活动，以及总推广开支 3 亿 3,190 万港元用于各个项目的建议

分配额(亦请参阅附录四的加总数字)。  
 
把握 2008 北京奥运的机遇，将风险减至最低  (建议投放的市场推广资
源：2,020 万港元)  
 
19.  2008 北京奥运和马术比赛项目将会是旅发局在 2008-09 年度内

的工作重点。旅发局会充分把握奥运这个机会，巩固香港的品牌形

象，又会在短期以至长期方面，推广香港为中国行程内的必经之地。

主要工作包括：  
 
(a)  在马术项目的参赛国家和特定市场如澳洲、新西兰、英

国、法国、荷兰和美国，与马术团体和旅游业界推出联合

推广，吸引马术爱好者；  
 
(b)  与海外市场内的中国国家旅游局驻外办事处、旅游业界和

奥运官方旅行社合作推出「一程多站」行程，吸纳奥运前

后前往中国的旅客；  
 
(c)  在短途市场和广东省，以年轻女性和家庭客群为目标，推

出夏季强效市场推广计划，将旅客留在家中避免外游的影

响减至最低；及  
 
(d)  在香港，支持政府在全城营造奥运气氛的工作，并在入境

口岸和主要旅游区设置奥运装饰，以及在维港海旁竖立巨

型奥运五环标志，以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的注意，并争取国

际传媒广泛报道香港。旅发局又会与本地旅游业界合作推

出特别优惠，并将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布置成奥运主题

广场，提升旅客的体验。  
 
巩固香港作为会展奖励旅游胜地的地位及推动邮轮客群发展   (建议投
放的市场推广资源：2,270 万港元)  
 
会展及奖励旅游  
 
20.  配合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内建议提升香港作为国际会议展览及旅

游之都的地位，旅发局将继续推动会展及奖励旅游这个高效益客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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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除了支持政府有关的跨界别督导委员会的工作外，旅发局亦会

提升香港在国际会展及奖励旅游的形象，并且与澳门旅游局组成策略

伙伴联盟，借助当地拓展会展及奖励旅游设施的时机，推广港澳两地

的旅游产品。为此，旅发局将会在内地和印度设立客户销售队伍，推

动这些市场的会展及奖励旅游业务发展。旅发局又会物色和发掘更多

特色场地如博物馆，以举办企业活动。  
 
邮轮业  
 
21.  邮轮客群潜力强劲，旅发局会致力加速发展这个客群。为加强推

广香港作为邮轮公司「必到」港口的形象，旅发局会积极推广现时以

香港为港口基地的邮轮旅游产品，并提升邮轮旅客的旅游体验，以便

建立口碑，并为预计于 2012 年启用的新邮轮码头作好准备。主要工

作项目包括：  
 

(a)  与内地及海外旅游业界和邮轮公司合作，以广东省、台

湾、日本、澳洲、美国和英国为对象，刺激消费者对邮轮

旅游的需求；及  
 
(b)  与内地港口组成策略伙伴，并向邮轮公司推广「一程多

站」行程。  
 
与泛珠三角区域、澳门和其它亚洲旅游城市加强合作，发展「一程多
站」行程（建议投放的市场推广资源：1,330 万港元）  
 
22.  鉴于全球对中国内地的兴趣和注视，旅发局会借助内地入境旅游

增长的机会，巩固香港作为内地门户城市的地位。旅发局会特别利用

泛珠三角区域和澳门的多元化旅游资源，推广香港为区内的旅游枢

纽，以及所有中国行程内的必经之地。主要工作项目包括：  
 
(a)  在短途市场，推广香港为泛珠三角区域和澳门的枢纽。把

握廉价航空公司增长的机会，发展港澳行程；  
 
(b)  在长途市场，推广香港为内地的门户城市。发展「一程多

站」式行程，当中包括世界著名的风景区、历史和富文化

价值的旅游点，如西安、长江和桂林。此外，亦透过 Asia 
Now（由亚洲多个官方旅游机构合作，多年来在北美洲共

同推广的平台），推广「一程多站」行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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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串连泛珠三角区域的旅游景点，拓展「一程多站」旅游，

例如：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统文化游  (香港  –  澳门  –  开平)  
-  主题公园游  (迪斯尼乐园  – 海洋公园  –  番禺野生动物

园)  
-  城市 /海滩假期   (香港  –  海南)  
-  哥尔夫球及美食游  (香港  –  广东)  

 
强化「香港–乐在此，爱在此﹗」推广平台  (建议投放的市场推广资
源：6,400 万港元)  
 
23.  根据旅发局的市场调查，在短途市场的访港旅客心目中，香港作

为国际大都会和时尚旅游点的形象非常鲜明。至于长途市场的旅客，

则深受香港的地道中国文化、丰富的传统节庆及郊野景致所吸引。在

香港众多主要旅游优势之中，生活文化包罗了香港各种特质，令香港

与别不同。在 2008-09 年度，旅发局会继续利用「香港–乐在此，爱

在此﹗」综合市场推广计划，均衡地透过广告、消费者宣传活动、互

联网、公关和非媒体形式，进行宣传推广。主要工作项目包括：  
 
(a)  电视  -  与著名有线电视频道如Discovery和国家地理频道合

作，推出地区性的电视推广计划，突显香港多元化的吸引

力和生活文化；  
 
(b)  互联网  -  加强互联网推广，扩阔网上推广平台：  

 
-  提升 DiscoverHongKong.com 网站  
-  与内容由使用者自行创作的分享网站建立网上连结，例

如 YouTube 和  Facebook 
-  与主要旅游门户网站如 TripAdvisors 和  Lonely Planet

合作  
-  与搜寻网站如 Google 和  Yahoo!合作进行推广活动  
 

(c)  公关活动  -  与主要国际消闲电视频道和杂志合作，推出特

备电视节目 /推广活动、刊登专题文章和旅游指南，进一步

强化香港的旅游形象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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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包装香港特色，呈献精彩体验（建议投放的市场推广资源：1 亿
390 万港元）  
 
24.  香港多元化的旅游景点、节目和服务，一向能迎合不同客群的兴

趣和需要。旅发局会借助这些特色，以创新手法继续发展和包装推广

香港的旅游特质，藉此提升访港旅客的满意程度。主要工作项目包

括：  
 

(a)  推出特色旅游产品  
 
针对家庭旅客  —  借助本港多元化的家庭旅游景点，以及昂

坪 360 重开的机会，包装推广崭新的「游学并重」旅游产

品。例如，以年轻学生为对象，在较富裕的短途市场如台

湾、日本、南韩及主要内地城市，推出游览主题公园或景

点之余学习英语的行程。  
 
针对自助旅游及购物人士  —  为了提供崭新及独特的购物体

验，并且协助曾多次来港的购物人士四出搜购商品，旅发

局将会重新包装推广多条购物街，新的推广主题包括「楼

上铺」和电器区。另外，又会举办推广地道小吃以至优质

佳肴的宣传活动，展示香港多元化的美食体验。  
 
针对艺术及表演节目爱好者  —  试办综合的信息计划，向目

标客源市场推广高质素而又富旅游吸引力的艺术及文化活

动。  
 
针对绿色旅游爱好者  —  设立远足及户外活动数据库，并与

远足装备零售商及户外体育团体合作推广特别优惠。  
 
(b)  以崭新模式举办大型活动  

 
多年来，旅发局投入大量资源所举办的大型活动，均有助

提升本港整体的旅游吸引力，并为香港建立品牌形象。此

外，这些大型活动亦能丰富旅客在港的体验和提升他们的

满意程度，从而鼓励他们向亲友推介香港。目前，旅发局

正就大型活动的策略进行全面的检讨，而 2008-09 年度内

推行的主要项目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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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夏季期间奥运的炽热气氛，革新「购物节」的形

式，使其成为一项包罗购物及美食元素的夏季推广活

动，以吸引家庭旅客和年轻女性客群来港；  
-   延续 2007 年起建立的崭新平台，举办圣诞节庆和新

年倒数活动；及  
-   借助农历新年期间的节庆气氛，在港推出和推广大型

节目。  
 

(c)  由其它机构举办的节目  
 
香港拥有融会中西文化和节庆的特色，例如每年 5 月均有

多个中国传统节庆，10 月则有西方色彩浓厚的万圣节，因

此，旅发局将会推广部分节目，令旅客访港期间得到更精

彩的体验。旅发局又会借助多项大型而且成功的体育或文

娱节目、展销活动等，进行宣传推广。  
 

(d)  旅客服务  
 
为了不断提升旅客服务水平并且作出改进，旅发局在

2008-09 年度将会就其旅客服务，进行一项提升效率及服

务质素的研究。  
 
确保物有所值及服务质素  (建议投放的市场推广资源：2,020 万港元)  
 
25.  为访港旅客带来更物有所值和更高质素的体验，是旅发局另一个

重要的策略性目标。主要工作项目包括：  
 
(a)  在内地方面，进一步将「优质诚信香港游」扩展至更多内

地城市，特别是如成都及南宁这类内陆和新兴城市，并且

与内地的「优质诚信香港游」旅行社和香港的地接社合

作，推出联合推广活动和发展新旅游行程；及  
 
(b)  至于在香港，为持续提升服务质素，旅发局会加强向具潜

力的高质素商户推广「优质旅游服务」计划，并为有关商

户提供进一步的服务。此外，亦会试办优质发廊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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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旅游业界的合作，及积极与非业界伙伴交叉销售   (建议投放的
市场推广资源：4,170 万港元)  
 
26.  旅发局进行推广工作时，一直与旅游业伙伴紧密合作。例如，旅

发局一直定期举办巡回展览和旅游业访问团，并协助香港旅游业界参

与国际展销活动，藉此与内地及海外旅游业界建立联系。为将推广成

效发挥至最大，并进一步加强协同效应，在 2008-09 年度，旅发局将

主动与旅游业界及非旅游业界伙伴交叉销售。主要工作项目包括：  
 

(a)  与主要的非业界伙伴建立策略性的合作关系，借助他们的

网络和客户数据库，进行针对性的消费者推广活动。例

如，与国际信用卡公司合作，利用他们的贵宾级客户数据

库，吸引新兴市场(如俄罗斯及中东)的高消费旅客；及  
 
(b)  在筹划联合推广活动时，例如为旅客串连旅游优惠时，邀

请旅游业界及非业界伙伴参与。  
 
策略筹划及市场研究  (建议投放的市场推广资源：1,620 万港元)  
 
27.  旅发局总办事处将会继续推行、督导和协调全球推广策略和计

划。在拟定推广策略和方向时，旅发局会继续采用信息和知识为本的

方针，搜集市场信息，并进行广泛的市场调查。除了离境旅客问卷调

查外，旅发局更会进行深入的研究，以跟进市场走势，以及评估客源

市场和客群的发展潜力。在 2008-09 年度，旅发局将会在俄罗斯进行

市场调查，以便清楚了解旅客不断转变的需求和口味。  
 
其它市场推广支持及开支  (建议投放的市场推广资源：2,970 万港元)  
 
28.  这类别的资源用于其它各项支持前线推广工作的服务，包括：后

勤工作、系统支持和专业服务，例如内部稽核、法律顾问服务，以及

支付予海外代办的费用。  
 
工作表现的量度及跟进  
 
29.  旅发局一向致力确保推广开支取得最大的成本效益。旅发局明

白，过往沿用的四项主要业绩指标，即访港旅客人次、留港时间、旅

客消费和旅客满意程度，能准确评估香港旅游业的整体表现，但未必

能明确地反映旅发局作为旅游推广机构的职能。因此，旅发局现正覆

检其工作表现的评估制度，并积极邀请旅游界别的学者提供意见。在

2007 年最后一季，旅发局已经与内地及海外的官方旅游推广机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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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地旅游界别的学者作初步讨论。旅发局将会根据他们的建议及其

深入的研究，期望于 2009-10 年度的工作计划内，拟备及使用更明确

的业绩指标。现阶段，旅发局将继续采用现有的四项主要业务指标，

以评估旅游业的表现。  
 
30.  旅发局亦会采用一系列的指针，以监察其各项主要工作的成绩，

以及评估其推广活动和计划的成效，当中的例子包括：  
 

(a)  消费者推广  –  举办消费者推广活动的数目  
 
(b)  公关及传媒  -  所取得的宣传效益  
 
(c)  业界推广  –  参与展销会、旅游业访问团和旅游业考察团的

业界伙伴数字以及新发展的产品 /行程数目  
 
(d)  大型活动  -  旅客参与旅发局活动后的整体满意程度  
 
(e)  旅客服务  -  旅客认为在本港接触或取得旅游信息的方便程

度  
 
(f)  互联网推广  -  浏览网站次数和浏览页次  
 

成本管理  
 
31.  除上述投放在市场推广的资源外，占旅发局开支重要部份的固定

开支 (包括员工开支 )在过去几年相对稳定。现时，旅发局员工编制共

有 325 个，总办事处占 224 个，全球办事处则占 101 个；而总办事处

和全球办事处现有空缺共 20 个。在 2008-09 年度，旅发局并无计划

增加其员工编制。旅发局深切明白，必须审慎运用公共资源，并会继

续严谨地控制成本。  
 
32.  旅发局的主要收入来源包括：  
 

(a)  政府资助  —  旅发局现正与政府磋商 2008-09 年度的资助，

有关资助金额是政府拨款法案的一部份，而该法案须经立

法会审批。  
 
(b)  储备  —  旅发局一旦须动用其储备，必定会非常审慎，务求

有效善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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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新收入来源  —  尽管这并非旅发局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旅发

局会继续积极开拓，包括–  
 

( i )   向合适的商业和传媒机构寻求赞助，以资助旅发局的

推广活动、工作和宣传资料的制作。  
( i i )  透过旅发局刊物、DiscoverHongKong.com 网站和大

型活动，吸纳更多广告客户，以增加广告收入。  
( i i i )  要求参与旅发局活动的机构，给予更多经费上的支

持，以收回更多成本。  
 

长远来说，以上各个项目均有助提升旅发局开拓收入来源的能力。  
 
加强内部调控和监察  
 
33.  因应审计署署长在其报告内所提出的建议，旅发局已重新覆检其

采购程序、节目管理和授权审批的架构，以加强内部监控和提升成本

效益。有关改善措施现正在不同的推行阶段中。旅发局将会制订监控

程序，监管各项跟进工作的推行情况。此外，旅发局管理层将会向稽

核委员会和理事会提交季度进度报告。待政府帐目委员会的报告完成

后，旅发局亦会一并考虑该委员会的观点和建议。  
 
34.  旅发局会继续咨询与旅游有关界别的意见，制订符合市场需求的

推广策略。旅发局也会保持高透明和高效率，并继续以新思维推进各

项工作，务求履行将香港推广为世界级旅游胜地的使命。  
 
 
 
 
香港旅游发展局  
200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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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2007 年整体访港旅客人次 (按客源市场计)
    
 2006 2007 相对 2006 年

美洲              1,630,637              1,783,609  +9.4%
美国              1,159,025              1,230,927  +6.2%
加拿大                 335,697                 395,167  +17.7%
中美                  53,561                   58,412  +9.1%
南美                  82,354                   99,103  +20.3%
欧洲、非洲及中东              1,916,861              2,189,424  +14.2%
欧洲              1,548,164              1,772,226  +14.5%

英国                 516,495                 601,168  +16.4%
荷兰                 102,231                 110,816  +8.4%
北欧                 102,472                 120,277  +17.4%
奥地利                  20,446                   24,046  +17.6%
德国                 213,837                 234,763  +9.8%
瑞士                  42,062                   46,870  +11.4%
法国                 200,820                 231,091  +15.1%
比利时                  28,672                   32,413  +13.0%
意大利                 108,374                 118,841  +9.7%
伊比利亚                  75,866                   83,770  +10.4%
其它欧洲                 136,889                 168,171  +22.9%

俄罗斯                  29,137                   32,858  +12.8%
    其它                 107,752                 135,313  +25.6%

南非                  76,820                   72,897  -5.1%
其它非洲                 141,767                 158,620  +11.9%
中东                 150,110                 185,681  +23.7%
澳洲、新西兰及南太平洋                 667,684                 756,964  +13.4%
澳洲                 563,933                 633,599  +12.4%
新西兰                  97,797                 117,215  +19.9%
其它南太平洋                    5,954                     6,150  +3.3%
北亚              2,029,869              2,200,567  +8.4%
日本              1,311,111              1,324,336  +1.0%
南韩                 718,758                 876,231  +21.9%
南亚及东南亚              2,659,707              2,888,106  +8.6%
东南亚              2,273,748              2,526,367  +11.1%

印度尼西亚                 323,987                 366,217  +13.0%
马来西亚                 445,993                 504,487  +13.1%
菲律宾                 454,036                 552,942  +21.8%
新加坡                 588,474                 631,963  +7.4%
泰国                 395,532                 387,219  -2.1%
其它东南亚                  65,726                   83,539  +27.1%

印度                 294,079                 317,510  +8.0%
其它亚洲及印度次大陆                  91,880                   44,229  -51.9%
台湾              2,177,232              2,238,731  +2.8%
澳门                 577,792                 626,103  +8.4%
中国内地以外            11,659,782             12,683,504  +8.8%
中国内地            13,591,342             15,485,789  +13.9%
合计            25,251,124             28,169,293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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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香港和旅发局所获奖项 (2007-08 年度) 
 
香港作为旅游胜地所获奖项 
 

• 《CEI Asia Pacific》杂志 2008 年度会议、展览、企业会议及奖励旅游

行业大奖 —「亚太区最佳 MICE 城市」 
 

• 英国《卫报》、《观察家报》及 Guardian Unlimited 旅游大奖 ⎯ 「最

受欢迎海外城市」 
 
• 《商旅(中国版)》杂志 ⎯ 「最喜爱的城巿」 
 
• 《Condé Nast Traveler》杂志 ⎯ 「亚洲最受欢迎城市」第二位 

 
• 《Lonely Planet Bluelist》2007 年版 ⎯ 香港贺岁活动获选为「全球最值

得欣赏的娱乐盛事」 
 
旅发局奖项 
 

• 《CEI Asia Pacific》杂志 2008 年度会议、展览、企业会议及奖励旅游

行业大奖 — 于最佳旅游及会议支持服务的旅游局组别中，获选为区内

最佳旅游局之一 
 
• HSMAI (Hospitality Sales and Marketing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Adrian 

Awards 2007 — 旅发局与美国 CBS 早晨节目合作制作的香港特辑「All 
Access Hong Kong」，获「电视特辑」组别的银奖 

 
• 美国专业杂志《Agent@Home》 —「太平洋区(亚洲) 最佳旅游局」 
 
• 「2007 英国旅游大奖」—「亚洲/太平洋区最佳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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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2008-09 年度本地、内地及海外建议投放的市场推广资源 

  

2008-09 年度 
建议推广资源 (百万港元)

2007-08 年度 
修订预算 (百万港元) 

中国内地 45.3 42.0 
   
台湾 16.0 17.6 
   
新加坡 4.3 4.8 
泰国 2.5 2.8 
马来西亚 3.0 3.0 
印度尼西亚 0.7 0.8 
菲律宾 3.8 3.5 
印度 3.8 3.4 
 18.0 18.3 
   
日本 16.7 16.9 
南韩 11.5 10.7 
 28.1 27.6 
   
美国 22.1 22.9 
加拿大 4.4 4.0 
其它 0.6 0.5 
 27.0 27.3 
   
英国 11.3 11.3 
法国 3.6 3.3 
德国 4.2 4.6 
中东 2.5 1.4 
俄罗斯 2.1 1.0 
其它 6.9 7.2 
 30.6 28.8 
   
澳洲及新西兰 10.3 10.3 
   
海外市场推广资源总计 175.3 171.9 
   
总办事处推广资源总计 156.6 178.6 
   

总计 331.9 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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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2008-09 年度工作计划 

建议投放的市场推广资源  
 
 

推广活动 合计(百万港元) 

1.  把握 2008 北京奥运的机遇，将风险减至最低          20.2 

2. 巩固香港作为会展奖励旅游胜地的地位及推

动邮轮客群发展 
         22.7 

3.  与泛珠三角/区域、澳门及其它亚洲旅游城市

加强合作，发展「一程多站」行程 
         13.3 

4.  强化「香港 – 乐在此，爱在此﹗」推广平台          64.0 

5.  创意包装香港特色，呈献精彩体验  103.9

6.  确保物有所值及服务质素             20.2 

7.  加强与旅游业界的合作及积极与非业界伙伴

合作 
41.7   

8.  策略筹划及市场研究          16.2 

9. 其它 市场推广支持          18.6 

10. 其它支出 (主要为海外代办费用)          11.1 

总计         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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