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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遊多元化 九招迎貴客
上半年客增全年審慎樂觀 旅局增優惠挺業界延好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香港旅遊發展局昨日公佈，今年首7個月整體

訪港旅客達3,298萬人次，按年上升2.4%，其中過夜旅客更升4.9%。為吸引更

多旅客來港，旅發局將利用香港特區政府提供的7,100萬元額外撥款，推出9大

支援業界措施，包括向過境旅客及留港時間較長旅客提供優惠，如免費機鐵車票

或本地遊等，亦會資助特色旅遊活動、綠色深度遊、郵輪旅遊及會展旅遊等。

一日遊套票優惠（表三）
Big Bus Tours隨上
隨下敞篷巴士觀光遊

香港島精華遊門票

舊城新韻

九龍古意之旅

資料來源：旅發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健文

無限次搭乘三大路線；山頂纜車套票或天際
100觀景台門票；天星小輪來回船票等

包括山頂纜車遊山頂、遊覽香港仔漁村及赤
柱市集等；機場快線單程票；電話卡等

遊覽中環及上環舊城區；品嚐地道
小吃奶茶及西多士；鴨靈號維港遊等

遊覽志蓮淨院、南蓮園池、

雀鳥花園及花墟；接送旅客來往酒店

免費（原價480元）

免費（原價737元）

免費（原價430元）

免費（原價450元）

旅局九大措施（表一）

措施

本地特色旅遊活動先導計劃

綠色深度遊先導計劃

過境旅客留港優惠計劃及延長旅客留港優惠計劃

與郵輪公司合作推廣以拓展客源市場

支援業界發展郵輪旅客登岸觀光產品

推廣「飛航遊輪」旅遊

資助業界舉辦中小型規模會展旅遊活動

旅遊景點海外推廣宣傳配對基金資助計劃

豁免本地業界參加海外推介會之參展費用

總數

資料來源：旅發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健文

額外撥款（元）

1,200萬

500萬

1,200萬

300萬

300萬

1,000萬

500萬

1,000萬

1,100萬

7,100萬

旅發局昨日公佈最新旅客數字，今年7月訪
港旅客有517萬人次，比去年同期上升

2.4%，其中過夜旅客錄得4.2%升幅。至於今年
1月至7月的訪港旅客則達3,298萬人次，同樣按
年升2.4%，過夜旅客升幅更達4.9%，主要受內
地和短途過夜旅客上升所影響，分別升5.7%及
6.2%。惟新市場因受印度旅客來港簽證收緊影
響，過夜及不過夜旅客分別下跌 11.5%及
19.8%。

習主席來港視察助港吸客
旅發局主席林建岳昨日與傳媒會面時指出，
由於今年是香港回歸20周年，加上國家主席習
近平來港視察，在內地也有廣泛宣傳，不少內地
人均欲親身來港了解，且內地前往日本、韓國及
台灣旅遊人士減少，令香港受惠。
旅發局總幹事劉鎮漢表示，旅發局曾預測今
年整體訪港旅客數量下跌2.2%，惟因首7個月
數據理想，故對今年旅客數量轉為正增長審慎樂
觀，但實際幅度需視乎下半年表現，再加上首半
年過夜旅客平均留港時間為3.2晚，按年下跌0.1
晚；人均消費6,250元亦按年跌3.7%，故仍需推
出更多措施吸引旅客前來。
劉鎮漢指出，旅發局將動用政府提供的7,100
萬元額外撥款，推出9項支援業界措施（見表
一），其中5個更是全新項目，以進一步推動旅
遊產品多元化，吸引更多高消費及過夜旅客前
來，及支援業界推動旅遊業發展。
在推動產品多元化方面，劉鎮漢表示，將推
出兩個全新先導計劃，包括本地特色旅遊活動先
導計劃，資助業界舉辦有本地特色，並具潛質發
展成具旅遊吸引力項目。本地註冊非牟利機構或
團體欲籌辦經費逾300萬元，預計有逾7,000人
參加，當中最少10%是旅客，便可申請資助。

每個項目最多可獲批200萬元，用於旅客的宣傳
推廣。

綠色深度遊資助接受申請
另一個是綠色深度遊先導計劃，旅發局可為

營辦綠色深度旅遊產品的業界提供營運開支，每
項產品最多可獲資助27.3萬元，資助期半年。
旅發局將資助最多7項旅遊產品，現已開始接受
業界申請。
為吸引旅客留港消費，旅發局推出全新的過
境旅客留港及延長旅客留港優惠計劃。劉鎮漢解
釋，過去5年經香港機場過境旅客累計增長
20%，每年達2,000萬人次，故希望能吸引他們
在過境期間到市區遊覽消費。
他指，將與國泰、港龍、港航和快運4間本地
航空公司合作，向在日間留港逾6小時的自助遊
過境旅客提供優惠，本月將有4項優惠產品可供
選擇，包括免費即日來回機場快線車票，優惠價
遊昂坪360等（見表二）。計劃推廣期9個月，
預計約有1萬名至2萬名過境旅客受惠。

推一日遊票延客留港時間
由於現時旅客平均留港僅2.5晚，為延長旅

客留港時間，旅發局會為留港3晚或以上旅客
提供優惠，送出4款價值由430元至737元不等
的一日遊套票（見表三），每人任擇一款，但
他們需經以上4間航空公司訂票。計劃推廣期
半年。
還有兩個全新項目包括與郵輪公司合作推廣

以拓展客源市場及支援業界發展郵輪旅客登岸觀
光產品，各獲撥款300萬元。
另外，多個項目如資助業界舉辦中小型規模
會展旅遊活動，及旅遊景點海外推廣宣傳配對基
金資助計劃等，亦會繼續推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旅發
局推出9大措施支援旅遊業界，以吸
引更多旅客訪港，業界人士均表示歡
迎。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指
出，香港的大自然景觀原來對內地旅
客有一定吸引力，旅客對生態旅遊產
品的需求亦日漸上升，惟擔心將來欠
缺熟悉生態的從業員。旅遊界立法會
議員姚思榮認為，政府除資助業界提
供多元化旅遊活動，亦可投放資源協
助業界培訓人才。
崔定邦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內地有不少著名大自然景觀，故
港人多以為內地旅客對香港如此普通
的「山水」興趣不大，但原來是大家
一直會錯意。
他解釋，不少內地旅客均認為香港

的郊區接近市區，可達性高，加上環
境潔淨又安全，因此都有興趣前往遊
覽，故現時新界的郊野公園及離島不
乏內地旅客，有旅行社亦指旅客對生
態旅遊產品的需求日漸上升，因此對
旅發局資助綠色深度遊表示歡迎。
惟他指出，由於需要有專門知識才

可帶領生態旅遊團隊，業界擔心將來欠
缺熟悉生態的從業員擔任導遊工作，故
有需要加強培訓，以敷日後需求。
對於旅發局向過境及留港時間較長

旅客提供優惠，崔定邦表示贊同，但
認為計劃有局限，如乘搭指定航空公
司班機旅客才享優惠。
他期望這只是第一步，日後可擴展

至其他航班以及經陸路及海路來港的
乘客也可享優惠。

姚思榮表示，過去香港一直以購物
及飲食天堂作招徠，旅客量又側重即
日往返旅客，結構不太健康，含金量
亦不足，故現時旅發局以多元化方式
吸引不同需要的旅客，值得鼓勵。而
推廣會展旅遊及郵輪旅遊，對吸引高
消費旅客亦有一定幫助。

姚思榮盼升業界資歷認證
他指出，旅遊業明顯能帶動本港的

經濟和就業，增撥的資源就算不多，
亦已很有成效。他希望新一屆政府可
繼續向旅遊業投放資源，令本港旅遊
業與經濟有更大發展。
他亦期望政府提供更多資源，協助

提升業界資歷架構認證，培訓更多人
才。

業界喜迎深度遊 盼育才教睇「山水」

過境旅客留港優惠計劃（表二）
旅遊產品

機場快線即日來回票

美味時光@
迪士尼華特餐廳

360樂遊大嶼山

快閃玩迪士尼

內容

機場快線即日來回

機場及迪士尼樂園來回接送；
餐廳享用午餐或下午茶

機場及昂坪360來回接送；

參觀360舞台、360動感影院等

機場及迪士尼樂園來回接送；遊覽迪士尼樂園

旅客費用

免費（原價115元）

220元（原價567元）

135元(一般車廂)
（原價375元）

385元（原價829元）

■旅發局主席林建岳 (左) 及總幹事劉鎮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健文 攝

■近年流行本土特色生態遊。香港早前便推出「舊城中環」活動，重新包裝中環
並打造成時尚生活景點，鼓勵遊客深度遊。 資料圖片

■大嶼山昂坪的天壇大佛亦是旅客朝聖的
景點之一。 資料圖片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在訪問深圳時，提出港深兩
地要在創意產業和創新科技方面加強合作，共同打
造亞洲區內一流的「創意產業及創新科技雙城」。
這個雙城重點合作方向，可以充分利用香港和深圳
兩地的核心優勢，是推動港深兩地在粵港澳大灣區
規劃建設中扮演重要龍頭角色的關鍵性策略。要實
現這個重點發展目標，特區政府需要以積極有為的
戰略思維，投入更多的資源，在產業政策、稅務措
施、提供資源、吸引人才等方面，發揮更多的引導
和促進作用，為業界以及香港青年提供更多支持，
成為加強港深創意產業和創新科技合作的積極推動
者。

林鄭月娥與多位特區政府官員昨天到訪深圳，參
觀了前海深港創新中心、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前
海深港設計創意產業園等項目，顯示特區政府在充
分研究港深合作的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的基礎上，
重點選擇了創意產業和創新科技兩大方面，作為未
來深化港深合作的重要拓展領域。這是很有戰略眼
光的重要佈局，既考慮了充分發揮兩地最大優勢，
又符合未來新經濟的發展方向。

香港與深圳地域相連，人文相通，同屬粵港澳大
灣區的最重要組成部分。經過數十年的全方位合作
與融合發展，兩地的優勢都相當突出而且高度互
補，香港有創意和創新的悠久傳統，資本聚集、資
訊發達、產業文化基礎深厚；深圳在科技創新領域
成就出色，被譽為「中國新矽谷」。今後港深兩地
在創意和創科領域上加強合作、攜手並肩、共同發
展，必定能夠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建設的過程中，

佔據創意產業和創新科技的龍頭地位，從而全面推
動兩地經濟更深層次的融合發展。

合作方向和重點領域明確之後，特區政府下一
步就應該以積極有為的施政理念，與有關業界一
起，共同探討和明確如何在創意產業和創新科技
方面與深圳全面合作的策略及具體做法。需要指
出的是，在這個過程之中，特區政府應該扮演更
為積極主動的角色，成為推動兩地加強這些領域
合作的推動者。首先，要制定出促進創意產業和
創新科技發展的產業政策，要在資源投入、稅收
優惠、土地供應、人才引進等方面，支援這兩個
領域的合作發展；其次，要在政府層面上，進一
步加強與深圳政府的溝通聯繫，協助香港業界建
立與深圳全面溝通合作的平台，提供支援，打通
脈絡，消除障礙。

還有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鼓勵香港青年積極參
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以及港深兩地的全面合
作，不僅對兩地經濟發展有利，更可讓香港青年跳
出香港窄小地域的限制，找到能夠充分發揮創意、
施展才華的更廣闊天地。深圳為吸引香港青年前來
創業，已經提供了許多有利條件，更建立了包括前
海深港青年夢工場在內的專門面向香港青年的創業
基地。不過，據了解，現時許多信息和資源比較分
散，並未能夠有效地傳遞到香港青年之中，特區政
府有關部門可主動與深圳當局溝通，把這些信息和
資源整合在一起，讓香港青年比較方便地得到有關
信息，並且得到更多協助，在兩地合作中找到更多
機會，創造出更多成果。

特區政府要成為港深合作的積極推動者
本港旅遊業正持續復甦，旅發局公佈最新數

據顯示，今年首7個月有3,298萬旅客訪港，按
年升2.4%，當中過夜客更上升4.9%。訪港旅
客止跌回升，情況令人欣慰，旅發局繼續推出
多項措施吸引旅客，提升本港旅遊業競爭力，
亦值得肯定。但面對激烈競爭，本港還需努力
豐富旅遊資源，開拓文化環保等方面的深度
遊、特色遊，持續優化款客服務，鞏固旅業優
勢，並吸取前車之鑑，避免重蹈以往重量不重
質的覆轍，打造香港優質旅遊，吸引源源不絕
的四方客。

年初業界估計本港上半年旅客量會下跌，但
旅發局昨天公佈的數字優於預期，更扭轉去年
以來旅客人數下跌的頹勢。為了進一步增強本
港旅遊業的競爭力，旅發局計劃斥資7100萬
元，推出9大措施支援業界， 包括向過境旅客
及留港時間較長旅客提供優惠，如免費機鐵車
票或本地遊，資助特色旅遊活動、綠色深度
遊、郵輪旅遊及會展旅遊等。相信落實這些措
施，可進一步吸引、留住更多旅客來港遊玩、
消費，刺激本港消費市道活躍。

香港雖然地域狹小，但有眾多尚待深度開發
的優質旅遊資源，例如不少地理環境獨特、風
光優美的離島，可以開發離島遊、郊野公園
遊；又如中西方文化融會下形成的節慶項目，
包括長洲太平清醮飄色巡遊、大坑舞火龍、舊
城中環，對中外遊客均具吸引力；還有七人欖
球賽、電動方程式賽車錦標賽、電子競技賽等

一系列體育文化盛事，是運動文化愛好者的歡
樂派對；各類美食節、紅酒博覽會則是老饕之
好。這些旅遊項目值得積極推廣，開展具針對
性的宣傳，短期內可以為香港帶來新遊客。

做好旅遊推廣、吸引旅客來港，還須保證旅
客來港玩得稱心如意，才能有「回頭客」。前
些年旅業興旺時，本港沒有相應提升各種旅遊
服務的接待能力，導致交通、商場、酒店人滿
為患，遊客享受不到良好的服務，本港市民則
感到正常生活被打擾，誤會甚至對立增加，令
香港多年辛苦經營的「好客之都」形象受損，
內地訪港旅客人數明顯下滑。此外，業界少數
害群之馬欺詐旅客，例如強迫購物、以次充
好，損害旅客對來港旅遊、消費的信心。政府
和業界應高度重視保持優質旅遊服務，加強監
管，同時注重提升旅遊接待能力，防範客人一
多，各種弊端故態復萌。

提升本港旅遊競爭力，更要做好長遠規劃。
迪士尼樂園、海洋公園依然是香港最具吸引力
的旅遊招牌，但周邊地區爭相興建各類主題樂
園，本港旅遊設施缺乏新意，成為旅遊業後勁
不繼的短板。香港要成為旅客的首選地、目的
地，旅遊項目需要持續多元化發展，保持新鮮
感，一方面繼續引進更多世界級的主題樂園，
另一方面原有項目也應求新求變，增建新設
施、新項目吸引旅客。期待政府聯同業界深入
研究、制訂旅遊「強身」的短中長規劃，讓香
港旅遊業長盛不衰。

旅業復甦可喜 仍需「固本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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