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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發展新郵輪碼頭 

市場意見摘要和當局回應 

市場對各主要事項的意見* 當局回應 

1.  啟德發展新郵輪碼頭(“該項目”)  

(a) 回應者普遍支持該項目。他們認為新郵輪碼頭有助香
港把握亞太區郵輪市場增長所帶來的機遇，有利本港
旅遊業和服務業的持續發展。 

(b) 有回應者認為，啟德具備擴展空間，是擬建新郵輪碼
頭的最佳選址。數名回應者認為，前機場跑道南端是
建造地標式建築物的理想地點，可望成為本港新地
標。其他回應者關注靠岸泊位會遮擋維港海景，亦會
限制市民前往海濱，因此建議採用指形碼頭。亦有回
應者支持興建園景平台，讓公眾享用海濱。 

(c) 數名回應者關注該項目的吸引力，以及財務可行性；
並建議增加該項目的商業元素，及由政府提供財務支
持。 

§  在啟德發展區規劃檢討的公眾參與及諮詢期間，市民普遍支
持以“不填海”方式在前機場跑道南端興建郵輪碼頭。 

§  為滿足公眾享用海濱的期望，投標者須提交在郵輪碼頭上蓋
興建園景平台的建議設計，該園景平台須開放給市民使用。
園景平台會連接毗鄰的海濱長廊和跑道公園。當局會在招標
文件中列明園景平台最少應佔用的面積。我們有意規定園景
平台面積最少須達22 000平方米，或佔最高非住宅建築樓面
總面積的 44%，分三期完成，例如在 2012年完成不少於
25%，2016年和 2020年分別完成不少於 35% 和 40%，讓中
標者可以有彈性在固定期限內設計和完成商場的建造工程。
我們會評審園景平台的設計，包括是否易於公眾使用。我們
相信這種漸進式安排不會影響首個泊位啟用時郵輪碼頭的地
標式外觀。 

2.  彈性處理不同類型的郵輪和市場客群  

(a) 回應者，特別是郵輪市場，普遍支持政府建議的新
郵輪碼頭設施及服務，本身應可彈性調節，以切合
各類郵輪和郵輪市場各個客群的需要。 

§  我們會在標書中列明，投標者建議的設施應具彈性，以供不
同類型和體積的郵輪，包括巨型郵輪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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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對各主要事項的意見* 當局回應 

(b) 郵輪市場一般同意旅遊事務署在 2007年 4月建議的
靠泊規範。 

§  我們備悉市場的支持，並會參考有關意見，以敲定該項目的
投標安排。 

3.  首個泊位的啟用  

(a) 郵輪市場支持首個泊位早日啟用，以應付市場需
求，以及有關“承擔索償保證書”的規定。不過，
有市場意見表示工程時間表甚具挑戰性。 

§  為了加快該項目的發展，政府將會為地盤平整工程同步進行
各項必須的法定程序，包括《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
和《環境影響評估條例》，以便建造工程可以在批出標書後
儘快展開。 

§  為確保首個泊位如期啟用，中標者將需要向政府提供“承擔
索償保證書”，作為防止工程延誤的財政制約。 

(b) 一回應者建議政府在展開投標前提供參考設計讓市
場參考。 

 

§  政府打算在招標前將相關的參考設計上載至旅遊事務署的網
頁，以便有意競投者早日為該項目展開準備工作。 

4.  第二個泊位的啟用  

郵輪市場和旅遊業認為中標者應可享有彈性，提早在 2015
年前啟用第二個泊位，以供較小型郵輪停泊，以滿足正在
增長的市場需求。 

 

§  根據我們的郵輪業專家指出，香港需要在 2009年至 2015年
增加一個泊位，並於 2015年後再增設一至兩個泊位。為了
第二個泊位可以讓巨型郵輪停泊，必須先完成在第二個泊位
附近的海底煤氣總管的改道工程。我們會在考慮對交通，海
事安全等方面的影響後，容許中標者提早在改道工程完成前
啟用第二個泊位，以供較小型郵輪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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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對各主要事項的意見* 當局回應 

5.  評審標書  

(a) 回應者對建議的財務(30%)和非財務(70%)準則的比
重並無異議。 

(b) 回應者普遍支持政府委聘獨立專家擔任評審顧問。 

我們備悉市場的支持，並會參考有關意見，以敲定該項目的投
標安排。 

6.  有意投標者的相關經驗  

(a) 郵輪市場和旅遊業普遍支持須就投標者營運郵輪碼頭
的相關經驗設定最低要求。 

(b) 多名郵輪營運商建議更改旅遊事務署在 2007年 4月
時建議有關相關經驗的要求，例如降低每年客運量的
要求。 

(c) 一回應者關注要求投標者須有相關經驗，會限制參與
投標的人數。 

§  為確保新郵輪碼頭為使用者提供高水平的服務，我們認為有
必要就營運郵輪碼頭的相關經驗設定基本要求。 

§  在訂定最低要求時，我們致力求取合理的平衡，既會要求中
標者證明對提供優質郵輪碼頭設施和運作安排有所承擔，亦
會鼓勵本港及海外人士參與投標。我們有意將最低要求訂為
在過去 3年有營運母港客運量每年達 20萬人次的郵輪碼頭
的經驗。 

7.  土地用途，規劃和基建設施  

(a) 一些回應者敦促政府早日改善新郵輪碼頭與觀塘之間
的連繫，包括興建一條橋樑和一個環保鐵路運輸系
統。 

§  啟德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已容許日後可能發展環保鐵路運輸系
統。此規劃概念，其可行性有待詳加研究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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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對各主要事項的意見* 當局回應 

 

 

§  關於興建橋樑連接觀塘的建議，當局仍在研究和勘查，以確
定其技術可行性。連接觀塘的橋樑會架空建設，高度可達 40
米，以方便船隻通過，前往觀塘公眾貨物裝卸區和觀塘避風
塘。任何填海興建橋墩和預防船隻撞橋的設施，均須有充份
理據支持，以便符合終審法院在 2004年對《保護海港條
例》的適用範圍作出判決中有關凌駕性公眾需要的測試準
則。 

§  中標者須顧及政府為旅客在新郵輪碼頭內部及周圍流動的規
劃意向。 

(b) 一回應者建議採用兩期招標程序，首先舉行概念設計
比賽和公眾展覽，然後就詳細的設計、建造及營運合
約招標。 

§  世界級郵輪碼頭的建築設計，必須在功能及運作上切合郵輪
及乘客的需要，並能容納海關、出入境和檢疫設施，以及符
合郵輪碼頭其他使用者和服務提供者的實際需要。基於所涉
及的技術事宜，郵輪碼頭若由同一中標者設計、建造及營
運，可確保各期工程銜接無間。比起只就概念設計舉行比
賽，公開招標讓市場就各相關環節競爭(包括詳細設計、功能
及技術環節，以及郵輪碼頭在運作、管理及維修保養方面的
服務承諾)，會更為恰當及謹慎。設計只是當局評審標書的眾
多環節之一。 

 §  再者，我們要在 2012年建成首個泊位，以滿足市場的需
求，時間頗為緊迫。兩期招標程序加上公眾展覽，難免會阻
延工程進度。我們亦難以確保在比賽中勝出的設計可以應付
運作上的實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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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對各主要事項的意見* 當局回應 

 §  儘管如此，由於郵輪碼頭設於海濱重要位置，所以我們期望
投標者提交具地標式的設計方案，不但外形美觀，更要與周
圍環境配合協調。在評審標書時，我們有意邀請獨立專業人
士就建築設計提供意見。 

8.  營運及管理事項  

(a) 郵輪市場支持開放泊位的要求，在處理靠泊安排時，
按一般業界的做法，即： 

§  我們會在土地契約中列明開放泊位的要求。另外，我們有意
要求投標者根據他們的業務計劃和開放泊位的原則，提交靠
泊安排的建議，以供評審委員會評審。 

(i) 先到先得； 

(ii) 按使用量分配泊位； 

(iii) 長期合約； 

(iv) 以香港為母港的郵輪可以優先使用泊位。 

 

一回應者建議讓知名郵輪例如瑪麗皇后2號優先停泊。 

 

(b) 對於應否設置輸送帶系統來處理行李，郵輪公司意見
不一。一些郵輪公司關注，有關系統或會過於昂貴／
欠缺彈性／使用不便。 

§  我們打算讓投標者靈活設計擬採用的行李處理系統。不過，
他們應在標書內提出充份的理由支持屬意的設計，並就行李
處理服務提供服務承諾，以供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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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對各主要事項的意見* 當局回應 

(c) 公眾普遍支持在運作及管理方面提高透明度，並認為
有需要持續監察郵輪碼頭的營運和管理。一回應者關
注，如提高透明度，會形成新郵輪碼頭營運商與現時
的郵輪碼頭營運商之間不公平的競爭。 

§  我們打算要求中標者就新郵輪碼頭的運作和管理事宜與政府
簽訂服務協議。該協議會與土地契約同時終止，並會要求中
標者在地契租期內向市民提供一些資料，以增加新郵輪碼頭
營運及管理方面的透明度。 

§  我們認為為了確保公平競爭，在適當情況下，有理由向其他
在香港營運郵輪碼頭的營運商施加要求。 

9.  使用岸電  

(a) 數名回應者建議，設計要求應要求包括岸電，以便船
隻泊岸後使用岸電作酒店式的運作。 

(b) 郵輪公司表示，目前只有極少數郵輪裝有可在泊岸後
使用岸電的設備。雖然部分郵輪公司商已定下方針，
改裝現有郵輪，或在訂購／建造新郵輪時預留彈性，
讓郵輪可使用岸電，但其他郵輪營運商無此計劃。根
據郵輪營運商的回應，國際上並無任何硬性規定，要
求郵輪在泊岸後須使用岸電。 

§  目前，只有3個郵輪碼頭(位於阿拉斯加的朱諾、華盛頓的西
雅圖、加利福尼亞的洛杉機)提供岸電設施，而大多數郵輪都
未有使用岸電的設備。這方面的國際標準正不斷演變。由於
預期日後郵輪業可能會更廣泛使用岸電設施，政府會要求中
標者在新郵輪碼頭的設計中預設日後可提供使用岸電的設
施。當政府提出要求，中標者必須按規定提供有關設施，並
要求有配套設備的郵輪使用岸電。政府會留意郵輪使用岸電
的國際發展趨勢，從而決定何時強制郵輪使用岸電。 

(c) 一家主要郵輪公司表示，假如使用岸電費用昂貴而又
需要強制使用，該公司會重新審視以該郵輪碼頭作為
目的地或郵輪中心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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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業界參與和市場推廣  

(a) 郵輪市場普遍支持由中標者設立一個市場諮詢小
組，保持與業界的聯繫。一名郵輪營運商表示，中
標者在制訂業界參與計劃及資料披露方針時，應有
更大彈性，以應付郵輪市場的變化。 

§  我們有意規定中標者須與政府訂立服務協議。該協議會與
土地契約同時終止，並要求土地承租人接受一些主要服務
規定的約束，例如須向政府匯報、向市場披露資料和與業
界緊密聯繫，以及遵守標書中對於郵輪碼頭的運作及管理
作出的服務承諾。透過這些規定，政府及市場可監察中標
者的表現。 

(b) 一些回應者建議，中標者應與香港旅遊發展局合力
開拓郵輪行程，並吸引海外郵輪公司來港。旅發局
支持中標者與該局在日後保持緊密聯繫，以推廣香
港成為區內的郵輪中心。 

§  中標者需要讓旅遊發展局和旅遊業界參與發展業務及市場
推廣計劃，合力宣傳香港成為區內主要的郵輪中心。中標
者在推廣這方面的服務承諾會納入服務協議。 

 

(c) 一名旅遊業人士建議，應盡早針對不同市場制訂及
落實推廣計劃，並籌辦不同的論壇，邀請郵輪市場
及旅遊業不同界別的資深代表參與，就郵輪業務發
展蒐集意見及建議。 

§  旅遊事務署正聯同香港旅遊發展局，尋求與中國國家旅遊
局，以及福建、廣東、海南等鄰近沿海省份的旅遊當局合
作拓展郵輪行程，並制訂海外市場聯合推廣策略。我們期
望中標者在此過程中作出貢獻。 

 

*: 在 2007年 4月至 6月，旅遊事務署為主要持份者安排一連串交流會，參與各方包括郵輪市場，旅遊業，相關的行
業商會和專業團體。同期，旅遊事務署收到 23份意見書，其中 11份來自個別公眾人士，旅遊業和建築業共 4份，
主要郵輪公司共 5份，餘下 3份分別來自民主建港協進聯盟、香港建築師學會和香港旅遊發展局。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旅遊事務署 
2007年 8月 

http://www.tourism.gov.hk/english/current/indiv_sub.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