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發局的核心業務是促進貿易，透過
展覽會、網上平台及產品雜誌聯繫
數以百萬計的買家及供應商。今年，
貿發局向前邁進，整合三項主要業務，
為客戶提供優質增值服務。

促進

貿易

左圖：以參展商計，香港家庭用品
展的規模乃亞洲之最，2007年共有
2,380家公司參展，打破歷年紀錄。
展覽吸引了30,500名來自全球137個
國家及地區的買家進場參觀。
下圖，左：四月是展覽旺季，吸引世界
各地買家來港採購。圖為香港禮品及
贈品展的買家登記進場的情況，他們
來自全球141個國家及地區。
下圖，右：貿發局理事會成員兼玩具
業諮詢委員會主席林健鋒(中)，於香
港玩具展2008記者會上回應記者提

商貿綜合服務客戶

問，旁為助理總裁葉澤恩(右)及法蘭
克福展覽(上海)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沙怡文(左)。該展覽是亞洲最大型的

昌運實業公司老闆張艷桃說：「我找到理想的採購

玩具展。

和營銷平台了！」成立了15年的昌運，主要從事衣飾
配件貿易，張艷桃(上圖)表示，透過利用貿發局的展
覽會、網上平台和產品雜誌，才發現採購和營銷原來
可以這麼便利。
香港禮品及贈品展是張艷桃每年必到的展覽，她說：
「以前參觀展覽會，總要花很多時間逐個展位看。」
後來，她發現貿發局現場提供的網上「展覽商貿配
最上圖：香港春季電子產品展的其中一名參展商向買家講解產品功能及特

對服務」，能極速找到目標參展商，省時省力。買家

性。該展覽吸引超過2,400家企業參展，較前一年增加6.4%。同期舉行的國

只需輸入產品關鍵字，便可即時得到一張相關供應

際資訊科技博覽亦創下576家參展商的新紀錄。
上圖：香港國際珠寶展的致勝之道是吸引國際知名品牌參展，例如圖中所示

商的清單，上面還有展位號碼、產品照片、公司及產
品等資料，一應俱全。

的珍珠業翹楚Golay。舉辦行業及產品潮流的研討會是另一個吸引買家的方
法，在珠寶展上，貿發局便邀請了各地講者講解紅寶石、藍寶石和珍珠趨勢，
以及金飾潮流和中東市場商機。

貿發局為了讓買家能取得更豐富的供應商資料，
把旗下近30個展覽會的參展商和14本產品雜誌
的廣告客戶資料，一併加入貿發網「採購指南」資
料庫。現在網站已擁有超過100,000家供應商資料。

展覽蓬勃發展
營銷推廣方面，張艷桃亦發現貿發局的綜合推廣平

貿發局是亞洲首屈一指的優質展覽主辦機構，

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香港玩具展、香港禮品及

貿發局兩項公眾展覽—香港書展及美食博覽，一向

致力鞏固香港作為區內最重要採購中心的地位。

贈品展、香港家庭用品展、香港電子產品展(春季及

深受香港市民歡迎，亦備受世界各地的供應商和貿

在2007/08年度，貿發局主辦了33項展覽，創下歷

秋季)和香港國際珠寶展。

易買家推崇。2007年8月舉行的美食博覽，吸引了

品雜誌廣告，昌運亦於貿發局的網上平台刊登公司

365家公司參展，較前一年增加9%，參展國家包括

廣告。她興高采烈地表示，網上採購已成為未來的

史新高。各項展覽為近14,000名港商，以及超過

台有很多優勢。過去幾年，她在貿發局的產品雜誌
《香港布料及配件》投放廣告，宣傳效果很好。除產

採購趨勢。

13,400家內地和海外公司，合共27,000多名參展商

分別於1月和7月舉行的香港時裝節，同樣備受國際

組成獨立展館的中國內地、韓國、日本，以及首次參

開拓新商機。展覽又同時吸引了583,000名貿易買

買家注視。香港時裝節春夏系列吸引來自19個國家

展的澳洲、加拿大和俄羅斯。

家進場參觀，當中包括285,000名本地買家，和超

及地區、共1,147家公司參展，打破歷年紀錄。

過297,000名來自香港境外的買家。

貿發局組織了64個買家團，安排接近1,700名重要

為期七日的香港書展，更是一年一度的城中盛事，

藍天：「貿發局的商貿服務快捷有效，我們會繼續

國際買家參觀展覽。至於1月份舉行的香港時裝節

去年共有475家書商參展。展覽期間舉辦了超過

使用。」

過去一年，超過20項貿發局主辦的展覽刷新了參展

秋冬系列，規模更是亞洲之冠，展示來自20個國家

180項文化活動，包括研討會、論壇、寫作比賽等，

商或買家紀錄，或是兩者皆創新高。這包括在香港

及地區、合共1,490名參展商的時裝產品。

錄得763,545人次進場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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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張艷桃認為新興市場如東歐等地的潛力
豐厚，相信貿發局的商貿服務可以為她開拓這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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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首屆亞洲運動用品展於2007年10月舉行，為業界提供推廣業務
的理想平台，展品包括不同種類的運動服飾及器材。
下圖：第六屆香港國際專利授權展於2007年7月舉行，貿發局理事會
成員田北俊(左三)、林健鋒(右一)及總裁林天福(右三)參觀展覽時，展
示參展商為他們特製的車路士球衣。

上圖，左：亞洲最大型的時裝展—香港時裝節
秋冬系列，展示全球近1,500家參展商的最新時
尚服飾。同期舉行的香港國際時尚薈萃，則有
來自14個國家及地區，255家公司參展，展出品
牌達366個。
上圖，右：香港時裝節春夏系列2008參展商創
新高，共有1,147家來自19個國家及地區的公司
參加，當中俄羅斯、西班牙和土耳其均是首次
參與。近年，愈來愈多海外買家參觀貿發局展
覽，令展覽更趨國際化。
左圖：貿發局於2007年10月27日，於亞洲國際
博覽館同時舉行四項國際展覽會的開幕禮，展
示超卓的組織能力。圖為主禮嘉賓立法會環境
事務委員會主席余若薇於開幕禮上致辭。

展覽四季皆旺
2007年10月，貿發局聯同德國慕尼黑國際展覽有

貿發局亦為香港多個服務業舉辦多項展覽會，

限公司，合辦全亞洲首個運動用品貿易展覽會，

包括香港國際專利授權展。短短數年間，這項

取得空前成功。亞洲運動用品展是貿發局於亞洲

展覽已成為亞洲區最具質素的同類展會，吸引

國際博覽館舉行的第六個展覽會。該展館鄰近

約11,000名業內人士參觀，當中超過三分之一

香港國際機場，去年六項展覽共吸引超過1,450家

來自海外。

參展商，以及來自全球142個國家共45,000名買家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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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中)去年9月
參觀香港鐘表展時，欣賞其中一枚別
緻手表。陪同曾司長參觀全球最大鐘
表展的是總裁林天福(左)和貿發局鐘
表業諮詢委員會主席劉展灝(右)。

左圖：2007香港國際燈飾展吸引來
自31個國家及地區約1,350名參展商
參與，比對上一年增加10%。貿易買
家來自133個國家及地區，數目比上
一年增加11%。今年大會特別增設兩
個全新展區 - 「星輝廊」及「水晶燈

上圖：去年11月舉行的香港眼鏡展是全球其中一項最具規模的眼鏡展覽，

上圖：貿發局展覽會質素傲視同儕，圖為三位專業樂手

飾區」。香港國際五金及家居裝飾

共有540家從事眼鏡設計、生產、零售及相關業務的企業參展；展示16家國際

於香港時裝節秋冬系列開幕禮上演奏古典樂曲。

展與燈飾展同期於香港會議展覽中

知名品牌的「視尚廊」成為全場焦點所在。

心舉行。

貿發局本年度展覽會參與者與上年度比較的增幅

展覽會。

品味薈萃是香港家庭用品展的另一新展區，展示
14家參展商最華麗優質的高檔產品，鞏固香港作為

寵物用品展區
2007年4月的香港家庭用品展，首次設立寵物用品
展區，吸引16家參展商參與，包括寵物食品、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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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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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展示新產品和潮流。去年，各項展覽會開拓1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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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服飾的製造商；以及寵物醫院、訓練所、暫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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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發局不斷新增主題產品展區，以提升展覽質素，

海外參展商(以地區劃分)

澳

新展區 新商機

2007/08年度貿發局
展覽會買家及參展
商人數全面報升，
海外參展商和買家
比2006/07年度錄得
可觀升幅，令展覽會
更趨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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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創新科技及設計博覽推廣香港作為創新科技及設計服務的貿

上圖：貿發局去年推出「三合一」優惠套餐，

易平台。除了舉辦高質素的研討會外，去年博覽首度設立創意館，並

鼓勵展覽會的參展商、產品雜誌的廣告客戶使

舉辦9707作品展。是項計劃由香港設計中心舉辦，邀請本地傑出設

用網上推廣平台，令貿發局供應商資料庫進一

計師與國際知名品牌合作，設計及生產Crossover產品。

步擴大。

中小企業 放眼亞洲

網上平台 服務增值

資料核實 質素保證

第七屆中小企國際市場推廣日於2007年12月12至

與中小企國際市場推廣日同期舉行的創新科技及

2 0 0 7 / 0 8 年 度，貿 發 局 致 力 發 展 網 上 平 台

貿發局在2007年10月與鄧白氏商業資料(香港)有限

14日舉行，吸引來自70個國家及地區，逾26,000人

設計博覽，已成為香港向全球展示科技成果、品牌

tdctrade.com，增加優質供應商的數量。為此，

公司合作，推出「鄧白氏認證服務」，為廣告客戶作

參觀。展覽近年愈趨國際化，現已成為香港、亞洲、

及設計實力的貿易平台。意大利是去年博覽的

本局鼓勵展覽會的參展商和產品雜誌的廣告客

第三方認證，初步核實網上刊載的公司資料。經核

以至全球中小企業不容錯過的展覽會。

焦點，除了設立意大利館外，還舉辦意大利設計日，

戶利用網上平台，提供完整的公司資料及 產品

實的供應商，其載於貿發網的公司網頁即獲發附有

配合一連串推廣活動。

圖片。自推出優惠方案後，網上付費的供應商數目

認證日期的鄧白氏認證標籤，以突出供應商的可靠

2007年的主題是亞洲商機，鼓勵中小企業攀上價值

較06/07年度增加63%。(自2008年4月1日起，網址

形象，有助聯繫全球買家。供應商亦可在網上提供

鏈的更高位置。貿發局期間舉辦大型研討會，邀請

已改為www.hktdc.com)

其他第三方認證，增加買家信心。

國際知名的管理大師大前研一，與本地學者和商界
領袖一同探討全球化下亞洲的機遇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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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發局今年推出整合服務，連結
貿發局展覽會、網上平台及產品
雜誌，成效顯著；貿發局將朝這方
向邁進，提供更全面的整合服務，
加強綜合商貿平台的推廣威力。
貿發局產品雜誌進行革新，為買家
及供應商提供更佳的採購經驗。
供應商現時有更多的廣告選擇，
雜誌中又增設了資料概覽部份，
和在貿發局網站上如何找到參考
資料的指示，令買家可以更快找到
所需的重要資訊。

提供整合服務
貿發局去年亦著力推出整合服務，進度理想。鑑於

供增值服務，例如把貿發局展覽會的參展商資料，

全球買家以多種渠道採購產品，包括貿易展覽會、

刊載於網上平台，讓買家更快、更準確地搜尋合適

產品雜誌、網上平台，貿發局決定把這幾項具有優

的供應商，有效延長了商貿配對功能至展會前後。

勢的服務，打造成綜合商貿平台，為買家及供應商提

資料概覽：顧客為先

改革產品雜誌

·	所有貿發局貿易展覽會的參展商，現在都在網上平台載有宣傳資料，令買家可以在展覽結束後繼

與其他印刷媒體一樣，貿發局14本產品雜誌亦面對

平台，推出廣告優惠方案，為客戶提供增值服務，

不少挑戰。為了配合買家新的採購習慣，貿發局去

加強宣傳功能。貿發局所有產品雜誌現已標明廣告

年起分階段實施新的編輯方針，確保資料條理分

客戶的網址，方便買家及供應商進行採購。

明。至今已在六本產品雜誌推出新的產品分類和標
籤。同時，產品雜誌亦結合貿易展覽會和網上推廣

續與參展商保持聯繫
·	貿發局為所有在產品雜誌刊登廣告的客戶開設獨立網址，鼓勵買家在網上查閱供應商更全面的
資料，讓他們更快捷、更方便地落訂單
·	貿發局為客戶提供創新的綜合服務，讓廣告客戶可以同時以展櫃方式參與貿易展覽
·	由2007年3月開始，貿發網為買家提供度身訂造網上採購服務，找尋最合適的參展商、供應商及
產品。自8月起，這項服務更伸延至貿發局海外展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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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前任主席吳光正(右)去年9月
為耗資14億元的會展中庭擴建工程
主持奠基禮，儀式在會展中心旁的
工地舉行。

右圖：工人正準備支撐擴建部份的躉
柱鋼架。每條躉柱直徑達3.1米，
深入地底45米。每條躉柱須使用超
過90噸的加固鋼鐵穩固基礎。

會展擴建 進度理想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中庭擴建工程於2006年5月動

每組鋼架長約100米，橫跨分隔會展中心一、二期的

工，預計於2009年上半年落成，將增加19,400

水道兩岸。

平方米的展覽面積，屆時會展中心的總展覽面積將
達66,000平方米。
2007年5月是會展中庭擴建工程的里程碑，連接會

貿發局善用會展中心每一吋空間，在部分大型展

最上圖為會展中庭的原貌，中間兩圖顯示特大懸吊鋼架造成小隧道，

覽期間，把第二期停車場改建成博覽道展館，提供

連接會展一、二期。這些鋼架以及置於這些鋼架和水泥柱躉之間的金

350個標準展位，暫時紓緩展位不足的問題。

的電腦模擬新面貌，這項擴建工程有助紓緩市區會展設施不足的

屬軸承的體積，都創下香港建築史上的紀錄。下圖為中庭擴建完成後
壓力，深受展商支持，部份展商輪候多年，終於有機會參與大型貿易

展中心一、二期臨時搭建的行人天橋啟用，令原有的

展覽會。

中庭部份可以進行拆卸。另一關鍵時刻是9月舉行的

中庭擴建計劃毋需填海，就在會展中心原址上進行

上樑儀式，把四組巨型鋼架，安裝在多條柱躉上，

相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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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庭擴建工程預期於2009年上半年落成啟用，增加42%的展覽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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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貿發局商貿配對服務去年處

右頁：貿發局展覽會去年共吸引接

理數以百萬計的網上貿易查詢。

近583,000名買家及27,000名參

貿發局展覽舉行期間，商貿配對職

展商，是港商拓展業務網絡的最

員即場為客戶提供個人化服務，

佳平台。

為供應商和買家締結商機。

貿發靈
「貿發靈」專為香 港註冊公司服務，提 供全球

「貿發靈」每日更新超過6,000家企業的資料，

600,000家企業的資料，包括450,000家海外公司

並為訂戶提供電郵提示服務，按行業及地區選項，

和150,000家內地企業。去年，約4,600家香港公

提供最新的商貿資訊。(由2008年4月1日起，

司登記使用這項服務。「貿發靈」資料全面，提供

「貿發靈」改名為「環球商機庫」。)

包括入口商、分銷商、製造商、出口商、批發、服務

商貿配對

企業、工商團體的資料；同時亦讓海外及內地企業

雙贏方案

搜尋香港註冊公司，共拓商機。

貿發局的首要任務是連繫買家和供應商，促進

去年商贏配對共處理3,000項查詢，協助海外企業

貿易。為此，我們訓練商貿配對專家，為客戶提供

利用香港平台營商。客戶調查顯示，「商贏配對」的

個人化的商貿配對服務，鎖定及篩選最合適的的

成功率高達85%。由2008年4月1日起，「商贏配對」

資料概覽：數字多則

潛在業務夥伴。此項服務可配合客戶不同的業務

改名為「香港貿發局商貿配對」。

· 八項貿發局展覽規模為亞洲之最，並位列全球三甲

需要，由銷售、採購、分銷、專利授權、特許經營，

· 貿發網2007/08年度每日平均使用量是172,907人次

以至合資經營和技術轉移均可。在提出詳細要

· 貿發網2007/08年度每日的平均瀏覽量是916,535頁

求後，客戶可於數星期內收到有合作意向的企業

· 貿發局14本產品雜誌去年全球讀者達500萬人

的聯絡及背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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