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B(1)372/08-09(06)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会议  
讨论文件  
 

立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  
香港迪斯尼乐园计划  

 
引言  
 
 本文件旨在向议员汇报香港迪斯尼乐园的最新营运情

况，并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辖下旅游事务署开设一个为期九个

月的首长级丙级政务官编外职位 (首长级薪级第 2 点 )的建议，征

询议员意见。  
 
香港迪斯尼乐园的最新工作进展  
 
2. 香港迪斯尼樂园 (乐园 )刚完成第三个营运年度。乐园自

2007 年 12 月以来的运作情况载于附件 I。  
 
人员编制建议  
 
3. 旅游事务署现时设有一个首长级丙级政务官编外职位处

理和香港迪斯尼乐园项目相关的事项。该职位将于 2009 年 2 月

届满。政府和华特迪斯尼公司就建议的乐园扩建计划以及可能

涉及的合营公司 (为发展及营运乐园而成立 )资本重整计划持续

进行讨论，我们建议开设一个首长级丙级政务官编外职位九个

月至 2009 年 11 月，以继续支持上述讨论。建议详情于附件 II。 
 
征询意见  
 
4. 请议员备悉政府附件 I 载列的乐园最新工作进展，以及就

附件 II 内的人员编制建议提出意见。  
 
 
 
旅游事务署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附件 I 

香港迪斯尼乐园最新情况  
 

目的  
 
 本文件载述香港迪斯尼乐园 (乐园 )自 2007 年 12 月以来的

运作情况。  
 
背景  
 
2. 香港迪斯尼樂园由香港国际主题樂园有限公司 (主题樂园

公司 )拥有，政府和华特迪斯尼公司 (迪斯尼 )为这家合营公司的

股东。主题樂园公司董事局的成员包括五位来自政府的董事 1、

四位迪斯尼董事及两位独立非执行董事。樂园由香港迪斯尼樂

园管理有限公司 (樂园管理公司 )管理，而乐园管理公司是迪斯尼

的全资附属公司。  
 
2007-08 年度表现概览  
 
入场人次及访客比例  
 
3. 香港迪斯尼乐园于 2005 年 9 月 12 日开幕，刚完成第三

个营运年度。由 2005 年开幕至今年 11 月底，乐园已接待访客

超过 1 450 万人次。在 2007-08 年度 (2007 年 10 月至 2008 年 9
月 ) ，乐园的入场人次较去年上升 8%。在过去一年区内不正常

天气影响的情况下，这个增幅尤其可观。  
 
4. 和去年相比，乐园在 2007-08 年度的访客比例较倾向来自

本地的访客，主要原因是「全年通行证」持有人数上升，以及

乐园加强了以本地青年为对象的特备节目。  
 

访客来源地分项数字   
年度  本地  内地  国际  

2005-06 42% 34% 24% 
2006-07 31% 39% 30% 
2007-08 40% 34% 26% 

 
 

                                                 
1 由 2007 年 7 月 1 日起，五位来自政府的董事包括财政司司长、商务及

经济发展局局长、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发展局局长及旅游事务专员。 



5. 根据乐园管理公司的调查结果，在 2007-08 年度，乐园的

访客平均在园内逗留 7 小时，当中约 90%表示有意重访及向他

人推荐乐园。访客对乐园的整体满意程度维持在 90%以上。  
 
6. 在 2007-08 年度，香港迪斯尼乐园度假区内的两所酒店 2

合共录得近 80%的入住率，较上年度上升 8 个百分点。  
 
新游乐设施及特备节目  
 
7. 为了保持对访客的吸引力，乐园自 2005 年 9 月开幕以来

逐步推出新的游乐设施，包括「驰车天地」、「UFO 地带」、「幸

会史迪仔」、「动画艺术教室」和「米奇水花巡游」。  
 
8. 在 2008 年春季开幕的「小小世界」是乐园最新的主要设

施，深受访客欢迎。此外，乐园又于 2008 年加设四个规模较小

的游乐设施或节目，即「动画艺术廊」、「 海底奇兵之哈啰阿古」、

「歌舞青春热跳速递」及「布公仔流动实验」，以提升乐园内的

整体气氛及丰富访客的经验。  
 
9. 乐园亦透过在节庆日子如圣诞节、农历新年和万圣节举

办特备节目以增加入场人次，当中「迪斯尼黑色世界」的入场

人次较去年有双位数增长。  
 
财务安排及表现  
 
10. 为了改善主题乐园公司的财务表现，迪斯尼同意豁免管

理费用并延收专利权费用两年 (即 2007-08 及 2008-09 年度 )。  
 
11. 根据政府与华特迪斯尼公司在 2008 年 9 月达成的协议，

迪斯尼向主题乐园公司借出 32.6 亿元，主要是用作归还主题乐

园公司的商业贷款。对主题乐园公司而言，这项贷款的息率及

其它条款较延长旧有商业贷款的条件为佳。  
 
12. 此外，主题乐园公司在会展及奖励旅游方面的业务录得

健康增长，其中宴会方面的营业额接近乐园 2005 年开幕时的三

倍。销售和食物及餐饮方面的营业额亦较去年有所上升，幅度

和整体入场人数增长相若。香港迪斯尼乐园的人均销售额较美

国的迪斯尼乐园为高。  
                                                 
2 两所酒店分别为香港迪斯尼乐园酒店和迪斯尼好莱坞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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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推广及宣传  
 
13. 在 2007-08 年度，乐园营理公司主要透过「全年通行证」

计划，加强对本地访客市场的渗透率。自该计划于 2006 年 9 月

开始推行以来，已售出超过 128 000 套「全年通行证」，当中 2008
年录得 28%年度增长。  
 
14. 乐园管理公司扩充了上海、北京和广州的销售队伍，以

加强在中国内地的销售及市场推广力度。公司亦致力与更多旅

游业界伙伴建立关系，以期在 2009 年底把覆盖的内地城市由 32
个增至 39 个。在 2008 年，万圣节市场推广及销售活动更延伸

至广东及台湾。  
 
15. 在 2007-08 年度，乐园管理公司和香港旅游发展局合力宣

传奥运及万圣节，并共同发展新市场，例如印度。公司获旅游

业界的支持持续增加，乐园开幕以来公司的销售伙伴数目已上

升 41%。  
 
人力资源  
 
16. 截至 2008 年 9 月 30 日，主题樂园公司 /乐园管理公司的

全职雇员人数约为 4 500 人，是本港聘请最多演艺雇员的机构之

一。公司另外聘请了 1 400 名临时员工以应付万圣节、圣诞节、

农历新年、暑假及其它特别活动的额外需要。  
 
17. 乐园管理公司很重视雇员的培训及发展，现时员工大多

介乎 20 至 29 岁，46%来自新界西。在 2007-08 年度，每名演艺

人员 3的平均受训时数为 49 小时。在过去三年，乐园管理公司

聘用了 300 名残疾人士，当中 62 名参加了为残疾人士而设的学

徒计划，该计划旨在协助残疾人士适应工作生活。  
 
企业社会责任  
 
18. 为加强乐园和本地小区的连系，乐园管理公司参与了一

系列小区活动，当中大部份以儿童及青少年为主要对象。自乐

园开幕以来，公司已透过活动服务超过 100 000 名有需要的儿

童，包括有特别需要的儿童。其中两个以儿童为对象的项目是

                                                 
3 演艺人员泛指香港迪斯尼乐园的全职和兼职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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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在 2008 年成立「迪斯尼儿童基金」，拨款一百万元

予七个非政府机构，推行创新的儿童福利项目。基金

成立五个月以来已有数以百计的儿童参与项目；及  
 
 (b) 在 2008 年 1 月推出「迪斯尼欢乐童心计划」，为数

间本地医院投入超过 1 000 小时的义工服务。  
 
乐园管理公司亦捐赠了价值约二百万元的商品及器材。乐园的

演艺人员在 2008 年共提供 4 100 小时的义工服务。  
 
19. 为培育本地娱乐及表演人才，乐园管理公司每年颁发 12
个奖学金予香港演艺学院学生。另外，在 2007-08 年度乐园管

理公司为 153 名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学生提供全年实习计划，并

提供约 100 个学生到乐园实习的机会。乐园管理公司亦有举办

活动向学生及公众宣扬环保意识。  
 
2008-09 年度工作重点  
 
20. 政府和迪斯尼正就迪斯尼提出扩建香港迪斯尼乐园的建

议积极讨论，扩建计划可能涉及主题乐园公司的资本重整。在

过程中，政府会考虑多方面因素，包括有关建议对香港作为区

内著名旅游目的地、乐园的入场人次及业务的影响、增加入境

旅客人次和就业机会带来的额外经济效益、扩建计划的财政可

行性，以及政府在乐园项目的投资回报。我们会继续向议员汇

报进度并在适当时候报告讨论结果。  
 
21. 在过去数月，香港迪斯尼乐园业务继续录得强劲增长 (入
场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 15%)，未因经济环境改变而受到实时影

响。然而，为应付较艰难的经济状况可能引致的入场人数及消

费下降，乐园管理公司会作好准备，继续控制支出及推行特别

推广项目及优惠以维持业务发展动力。  



附件 II 
 

在旅游事务署开设首长级丙级政务官编外职位建议  
 
目的  
 
 旅游事务署建议为香港迪斯尼乐园 (乐园 )项目开设一个首

长级丙级政务官编外职位 (首长级薪级第 2 点 )，为期九个月至 2009
年 11 月 15 日，以支持政府和华特迪斯尼公司 (迪斯尼 )就拟议的乐

园扩建计划以及香港主题乐园有限公司（一间政府与迪斯尼成立

的合营公司）可能作资本重整而进行的讨论。本文件征询议员对

有关建议的意见。  
 
理由  
 
2. 2008 年 8 月，旅游事务署根据转授权力开设了一个为期六

个月的首长级丙级政务官编外职位，以支持政府和迪斯尼就下列

事项进行的讨论—  

 (a) 处理香港主题乐园有限公司 (主题乐园公司 )商业贷款到

期偿还的不同方案；  

 (b) 迪斯尼建议的乐园扩建计划；及  

 (c) 主题乐园公司或会进行的资本重整。  
 
3. 就 (a)项，在主题乐园公司的商业贷款于 2008 年 9 月底到期

偿还前，政府和迪斯尼曾探讨不同方案处理该笔贷款，包括向借

贷银行申请延迟还款以及由迪斯尼借出股东贷款清还。就 (b)和 (c)
项，迪斯尼曾提议为乐园建设新游乐设施，建议涉及主题乐园公

司资本重整。拟议的乐园扩建和资本重整计划均对香港旅游业形

势及政府在乐园项目的投资可有重要影响。故此，政府须小心考

虑拟议的计划，顾及多方面因素包括计划对香港作为区内著名旅

游目的地、乐园入场人次及业务的影响、增加入境旅客人次和就

业机会带来的额外经济效益、扩建计划的财政可行性及政府在乐

园项目的投资回报。  
 
4. 旅游事务署须就上文第 2 段所述工作担当领导角色。鉴于

所涉及事项的复杂性和政府在乐园项目的重大投资，我们决定于

今年八月开设一个为期六个月的首长级丙级政务官编外职位，让



一名有足够行政经验的首长级官员在讨论期间专责支持旅游事务

专员及其它高层官员。该职位的实质工作包括联系不同的政策局 /
部门和迪斯尼、采用有关政策局 /部门的分析及意见以评核不同方

案、向旅游事务专员及其它高级官员作出建议，以及制定政府所

采取的立场。  
 
5. 在一名专责首长级官员的支持下及经密集的讨论后，政府

和迪斯尼在今年 9 月底就处理商业贷款一事达成协议，并清还贷

款。两位股东现正专注于拟议的乐园扩建计划和主题乐园公司或

会进行的资本重整。  
 
6. 现时的编外职位将在 2009 年 2 月届满。我们预计两位股东

就拟议扩建和资本重整计划的讨论届时仍未完结。我们认为有必

要开设一个为期九个月的首长级丙级政务官编外职位，让一名首

长级官员专责在未来关键的数月为讨论继续提供必需的支持。值

得注意的是，支持政府与迪斯尼的讨论涉及大量工作，例如制定

谈判策略，联同相关政策局 /部门分析不同方案，并向政府高级官

员在讨论的不同阶段就政府应采取的立场作出建议。上述职务需

由首长级丙级政务官级别的人员担任。此外，担任此职位的人员

亦会带领部分和迪斯尼的讨论和根据讨论结果作跟进。  
 
7. 政府没有为讨论设下时间表。我们估计和迪斯尼达成协议

及协调紧接的跟进工作的大概所需时间而建议开设有关职位的期

限。该首长级编外职位的职责载列于附录 A。  
 
对财政的影响  
 
8. 按薪级中点估计，开设有关首长级丙级政务官编外职位的

建议需增加年薪开支 1,518,000 元。至于所需增加的每年平均员工

开支总额 (包括薪金和员工附带福利开支 )则为 2,038,000 元。  
 
9. 我们会在 2009-10 年度的预算案内预留所需款项，支付这项

建议所需的开支。  
 
曾考虑的其它方案  
 
10. 除了现时为了乐园项目开设的编外职位外，旅游事务专员

其下有一个旅游事务副专员 (首长级乙级政务官 )(首长级薪级第 3
点 )和四个旅游事务助理专员 (首长级丙级政务官 /高级首席行政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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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首长级薪级第 2 点 )职位，当中一个是为邮轮码头项目而开设

的编外职位。旅游事务署的组织图及现有旅游事务助理专员的职

责分别载于附录 B 及附录 C。为探讨由其中一位现有旅游事务助

理专员兼顾拟设编外职位在上文第 6 段所述职责的可行性，我们

已审慎检视是否有空间再分配他们的职责。现时几位旅游事务助

理专员的工作已相当繁重，而且在经济环境转坏的情况下，他们

更需加强力度维持及促进旅游发展，和确保各个旅游项目准时完

成。因此，我们认为任何一位现时的旅游事务助理专员均难以在

不影响现有工作的情况下，兼顾拟设首长级丙级政务官编外职位

的职务。我们亦考虑过议员的建议，让为邮轮码头开设的编外职

位兼顾有关香港迪斯尼乐园项目的工作及职务。然而这并不可行，

因为两个职位的工作量预期在未来数月将会同样繁重，并需要负

责人员全职及专责处理。  
 
11. 视乎议员意见，我们计划把开设首长级丙级政务官编外职

位的建议，提交财务委员会人事编制小组委员会在 2009 年 1 月

14 日的会议上考虑。  
 



附录 A 
 
 

编制外首长级丙级政务官职位的职责说明  
 

职位  ：旅游事务助理专员 (5) 
 
职级  ：首长级丙级政务官 (首长级薪级第 2 点 ) 
 
直属上司  ：旅游事务副专员  
 
 
主要职务和职责－  
 
1. 根据相关政策局和部门的分析及意见，考虑华特迪斯尼公司

(迪斯尼 )提出的香港迪斯尼乐园 (乐园 )扩建计划，并就政府响

应作出建议。  
 
2. 根据相关政策局和部门的分析及意见，考虑迪斯尼提出的香港

主题乐园有限公司 (主题乐园公司 )资本重整计划，并就政府响

应作出建议。  
 
3. 在两方股东就乐园扩建和资本重整计划讨论中，担任政府与迪

斯尼之间其中一个主要联络人。  
 
4. 支持 /带领政府和迪斯尼就乐园扩建和资本重整计划的工作讨

论。  
 
5. 根据两方股东就乐园扩建和资本重整计划讨论结果，协调相关

跟进工作。  
 
6. 监察香港迪斯尼乐园的营运和财务表现，并为主题乐园公司的

政府董事提供行政支持。  
 



 
附录B 

 
 

 
旅游事务署的组织图  

 
 

     
  旅游事务专员  

(首长级甲级政务官 ) 
(首长级薪级第 6点 ) 

  

      
  旅游事务副专员  

(首长级乙级政务官 ) 
(首长级薪级第 3点 ) 

  

          
          
旅游事务  

助理专员 (1) 
(首长级  

丙级政务官 ) 
(首长级薪级

第 2 点 ) 

旅游事务  
助理专员 (2) 

(首长级  
丙级政务官 ) 
(首长级薪级

第 2 点 ) 

旅游事务  
助理专员 (3) 
(高级首席  
行政主任 ) 

(首长级薪级

第 2 点 ) 

旅游事务  
助理专员 (4)* 

(首长级  
丙级政务官 ) 
(首长级薪级

第 2 点 ) 

旅游事务  
助理专员 (5)**

(首长级  
丙级政务官 ) 
(首长级薪级  

第 2 点 ) 
 
 
* 已建议保留此编外职位至 2014年 12月 31日；此建议在 2008年 11月 26日获

得人事编制小组委员会支持，并将在 2008年 12月 12日提交财务委员会通过。 
 
** 建议开设此编外职位九个月至 2009年 11月 15日。  
 



 
附录C 

 
现有各旅游事务助理专员的职责说明  

 
 旅游事务助理专员 (1)负责制定访港及离港旅游政策和提升

旅游业服务质素。他 /她主管有关香港旅游发展局的内务管理事

宜，监察旅行代理商注册处和联系香港旅游业议会。他 /她亦须就

各项旅游事宜与内地中央和各省市的部门连系（包括《内地与香

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下的措施，个人游计划和黄

金周人流控制措施），及推动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旅游合作。此外，

他 /她密切注视「三通」对香港旅游业的影响，并协助制定方案应

付这些影响。  
 
2. 旅游事务助理专员 (2)监察耗资 55 亿元的海洋公园重新发

展计划及拟议的酒店发展项目。他 /她亦负责策划新旅游项目，包

括昂坪广场发展项目。此外，他 /她须联系和参与国际及地区旅游

机构（如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协调及推广有关会展旅游和制定

便利旅客访港的措施。作为监察旅游业表现的职责一部分，旅游

事务助理专员 (2)和酒店业界保持紧密联络，以促进该行业的发

展。此外，他 /她亦担任会展旅游督导委员会及会展宣传联合小组

的秘书。  
 
3. 旅游事务助理专员 (3)负责策划及推行「旅游区改善计划」，

包括在尖沙咀、中西区、赤柱、鲤鱼门等的改善及美化项目。他 /
她亦负责管理及维持「幻彩咏香江」灯光音乐汇演，便利香港湿

地公园及昂坪 360 的畅顺运作，统筹「好客文化遍香江」推广活

动，发展及推广绿色、古迹及文化旅游和促进旅游盛事及大型活

动在香港举行。此外，他 /她亦主管旅游事务署的办公室行政及人

事编制事项。  
 
4. 旅游事务助理专员 (4)监察及统筹启德的新邮轮码头发展，

和支持一个发展新邮轮码头设施的跨部门小组以监督项目的整体

进度。他 /她就邮轮业务的硬件和软件发展和本地及国际邮轮业界

和旅游业界紧密联络，以确保新邮轮码头切合最新的市场需要。

他 /她亦负责与香港旅游发展局、邮轮业界和旅游业界共同合作以

打造香港作为区内邮轮中心，2013 年前的临时靠海安排，应付邮

轮业长远发展所需的人才供应，和为邮轮业咨询委员会提供秘书

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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