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

推廣香港品牌產品和專業服務， 

有助本地企業尋找買家和合作夥伴， 

拓展內地及海外市場。在內地消費者 

眼中，香港被譽為潮流引領者。貿發局

的旗艦活動「香港時尚匯展」，透過 

多姿多彩的推廣活動，傳遞一致的 

市場訊息，致力打造香港成為時尚 

生活之都。

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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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去年11月，「香港時尚購物展．

杭州」首度舉行。主席蘇澤光(右四)、

總裁林天福(左三)，聯同浙江省副省長

鐘山(左四)、浙江省政協副主席徐冠

巨(右三)、杭州市人民政府市長蔡奇

(右二)，以及推廣大使楊千嬅 (左一)，

為活動主持揭幕儀式。

上圖：根據貿發局調查報告，與內地品牌比較，內地消費者願意支付更高

價錢購買香港品牌珠寶。為抓緊這一龐大商機，十家珠寶企業參加了我

們為期兩年的品牌推廣項目，先後進軍大連、長沙、南京和寧波四個內地

城市。圖為香港模特兒在長沙的一家高檔百貨公司，向內地消費者展示一

款設計時尚的項鏈。

進駐內地之途

內地逾二億中產消費者，為香港品牌提供了一個成

熟的市場。滿足他們日漸提升的消費需求，爭取他

們對香港產品和服務的忠誠度，是貿發局的目標。

2007年11月，我們首次在內地舉辦直接面向消費者

的推廣活動「香港時尚購物展．杭州」，為當地帶

來超過100家香港公司的品牌精品。一連五天的購

物展，吸引超過65,000名消費者、零售商及買家入

場，反應熱烈。鑒於杭州及其周邊市場的重要性越

來越高，貿發局於2007年5月成立杭州辦事處，進一

步加強在江浙地區推廣香港產品及服務的力度。

除購物展外，較小規模的推廣活動亦取得不錯的成

效。「香港時尚珠寶節」是貿發局打造品牌形象的

系列活動之一，主要針對內地中產消費群。去年6月

和11月，我們分別在大連和長沙的商場舉辦珠寶節

活動，售出總值約130萬港元的珠寶首飾。

去年，貿發局亦在內地開展了一系列服務業推廣 

活動，包括6月的「香港時尚匯展．北京」。該匯展

聚焦香港創意產業，展示了95家香港公司和機構 

的創意產品，吸引7,000名來自各省市的業內人士

到場。

參加貿發局內地市場推廣活動

的香港公司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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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香港時尚購物展．杭州」直

接面向消費者，大受杭州市民歡迎，

開幕後短短數小時內，多家參展商的

產品經已售罄。

通往世界之窗
浙江開山集團始創於1956年，是內地最大的空氣

壓縮機和鑿岩機製造商，2006年公司銷售額高達

12.2億港元。該集團在考察香港營商環境後，今年

2月在香港設立了辦事處。

早在2007年，貿發局便了解到開山集團有意開拓海

外市場。我們杭州辦事處的同事，透過專業的商貿配

對服務，為該公司副總裁崔峰(上圖，右)詳盡介紹了

香港的優勢，以及我們可以為內地企業「走出去」所

提供的服務。

去年，貿發局先後安排614位內地民營企業的高級行

政人員到香港，崔先生正是其中一位。他表示：「早

在兩年多前，開山集團已想到利用香港作為進一步開

拓國際市場的平台。」

他指出，香港在國際間信譽良好，外國人都喜歡與

香港公司洽談業務。「我們的產品品質很好，而香港

是國際商貿中心，有很多熟悉國際市場的專業人士，

相信香港的專業知識和商貿網絡，可以幫助我們『走

出去』。」

現在，開山的香港辦事處為集團走出國門開啟了一

扇窗。未來，崔先生預期香港的資本市場，將可幫助

開山集團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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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香港時尚匯展．迪拜」於

2004年首次舉辦，現已成為中東買

家不容錯過的重要商貿盛事之一。

眾多香港貿易商成功透過這項活

動，與當地分銷商和連鎖店建立夥

伴關係，進軍中東市場。

左圖：總裁林天福(右二)主持「香港

時尚匯展．莫斯科」開幕禮。其他主

禮嘉賓還有(從左至右)：俄中雙邊企

業家理事會主席Boris Titov、中國

駐俄羅斯大使劉古昌、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局長馬時亨、莫斯科副市長 

Valery Vinogradov及香港小姐冠軍

張嘉兒。

上圖：一眾模特兒乘坐專船，在莫

斯科地標之一金色尖頂的基督復活

堂前合照。(前排左至右)梁珊珊、

陳嘉容及Rosemary，分別穿上香

港著名設計師林樹彬及何國鉦， 

和香港品牌Moiselle的時尚晚裝。

(後排左至右)而Severa M、 

周汶錡及姚書軼則演繹香港著名

設計師Diane Freis、馬偉明及劉志

華的魅力設計。

進軍新興市場 

貿發局不斷開拓新商機，令香港穩坐世界貿易重

鎮之位。傳統市場競爭日趨激烈，貿發局一方面不

斷加強在成熟市場的推廣力度，另一方面致力提

升香港在新興市場的形象。

去年9月的「香港時尚匯展．莫斯科」，是貿發局進

軍新興市場的旗艦活動之一，亦是俄羅斯規模最

大的香港產品展示會。活動首次舉辦，便吸引超

過200家香港公司參展。時尚匯展期間舉行的香

港時尚之夜，凸顯香港時尚文化之餘，亦向俄羅斯

嘉賓展現了香港產品的優秀設計和物超所值的特

點。

時尚匯展盛況空前，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

亨的帶領下，超過20,000名業界人士入場參觀。

除莫斯科外，是次俄羅斯的推廣活動，還包括在聖

彼德堡舉行的商貿研討會，共有超過200名高級行

政人員出席。研討會中，我們介紹香港如何協助俄

羅斯企業進軍中國內地及亞洲其他地區。

貿發局又舉辦經貿代表團往東歐的波蘭華沙和捷

克布拉格，同期舉行香港採購研討會。

2007年12月，超過230家香港公司參加了中東地

區規模最大的香港產品展示會「香港時尚匯展．

迪拜」。作為當地的商業及貿易中心，迪拜是香

港產品出口至中東地區的必經之地。時尚匯展於

2004年首度舉辦，與當地的國際性消費品展覽 

– 國際秋季商品博覽會同期舉行。參加時尚匯展

的香港公司可藉此機會，與來自中東和北非超過

50個國家和地區的買家洽談業務。

參加香港貿發局新興市場推廣

活動的香港公司數目

右圖：「香港時尚匯展．迪拜」亦是

中東地區規模最大的香港產品展示

會。去年12月的時尚匯展，參展公司

超過230家。圖為時尚匯展交流晚

宴上，總裁林天福熱烈歡迎迪拜工

總商會執行委員Rashid Humaid Al 

Mazroei。

4,000

3,000

2,000

1,000

0

3,885

2,668

2005/06

2006/07

2007/08

2,315



42 43

左圖：貿發局在匈牙利布達佩斯舉行

外訪活動，向東歐的中小企業推廣香

港的優勢。研討會的講者包括 

(由左至右)：香港科技園駐德國德勒

斯登代表Wolfgang Vehse、的近律

師行合夥人Christopher Britton、 

貿發局企業發展總監翟信賢、德豐

電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朱惠璋， 

以及AEG Electric Tools董事總經

理Erwin Trenn。

東南亞也是本年度的焦點之一。貿發局率領商貿代

表團，分別訪問越南及泰國。在河內和胡志明市，

500多名商界人士出席了我們的活動，了解更多與

香港合作的好處。

此外，去年我們在胡志明市、新加坡、吉隆坡和曼

谷，分別舉行了一系列關於仲裁服務的路演，吸引

來自各行各業超過600人參加，包括政府組織、 

當地貿易商會及媒體的代表。

助內地民企「走出去」

愈來愈多內地民營企業透過香港「走出去」，開拓

國際市場。去年，貿發局加大了推廣力度，組織超

過80項活動，向內地9,000多名企業代表，宣傳香

港作為國際商貿平台的優勢。

此外，我們還組織了20個內地民企代表團，合共

600多位高級行政人員到香港考察。

團員們通過專家講座、實地考察、個案分析等，深入

了解香港的基礎建設、商貿服務，以及在現代服務

業方面的優勢；並通過一系列的商貿聯繫活動， 

結識有潛力的合作夥伴。

參加內地民企考察團的企業必須符合兩個條件，

一：規模大、成長快，每年有相當營業額；  

二：希望借助香港的商貿服務，提升企業競爭力。

除內地民企考察團外，去年我們還因應內地民企 

需要，開設了六個赴港營商培訓班，共有150名 

來自廣東、福建、江蘇和浙江的企業管理人員完成

培訓課程。

最上圖：2007年9月，約30名來自江蘇的民企管理人員，參加了貿發局舉辦

為期四天的營商培訓課程，學習如何利用香港的專業服務提升企業競爭力。

上圖：河南中博會揭幕。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左三)與行政長官曾蔭權 

(右三)於開幕前夕，特地前來參觀貿發局承辦的「香港館」，並與副總裁黃錦

輝(左二)、時任工商科技局局長王永平(右一)和工商科技局常任秘書長蔡瑩

璧(左一)，以及中聯辦副主任郭莉(右二)，一同欣賞展館內的時尚產品。

最上圖：2007年5月，來自浙江的民企代表出席一個有關

香港服務業的研討會。

上圖：2007年11月，主席蘇澤光(左一)、政務司司長唐英

年(中)，以及當時的北京市市長王岐山 (右二)，一同主持了

第11屆北京．香港經濟合作研討洽談會的開幕儀式。

左圖：2007年6月，時任貿發局主席 

吳光正(2000年至2007年)，帶領17人

的香港商貿代表團訪問越南。圖為 

主席吳光正於河內拜會越南總理 

阮進勇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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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香港優勢

向全世界宣傳香港的優勢，提升香港的整體商貿

形象，是貿發局肩負的另一任務。去年我們組織了

約260項外訪活動，與海外商貿中心及新興市場約

26,000名行政人員取得聯繫。活動包括去年5月，

由貿發局和日本經濟團體連合會(日港經濟合作委

員會秘書處)在東京合辦的商貿洽談會。會議吸引

接近400名日本商界人士出席，會上並發布了由港

日經濟合作委員會贊助、貿發局協助出版的《進化

中的香港 – 探索其潛在競爭力》一書。

其他重要外訪活動，還包括在北美地區的一系列路

演，向洛杉磯、芝加哥、華盛頓、波士頓、多倫多和

上圖：貿發局在倫敦舉辦的周年晚宴，

迎來接近400名來自香港及英國的商

界精英和政府代表。(由左至右)財政

司司長曾俊華、主席蘇澤光及英國外

交及聯邦事務大臣文禮彬一起舉杯，

敬祝香港和英國繼續繁榮穩定。晚宴

為貿發局在倫敦、高雲地利及布里斯

托為期一周的推廣活動揭開序幕。

溫哥華等地的商界人士介紹香港的優勢。在英國方

面，一年一度的倫敦晚宴，是香港在當地舉辦最重

要的商貿交流活動。適逢特區政府成立十周年， 

去年晚宴後，貿發局在倫敦、高雲地利及布里斯托

舉辦了為期一周的路演活動。

我們相信建立成功的商貿聯繫，是一個雙向和互

動的過程。除外出考察訪問外，貿發局也安排海

外商貿代表來訪。本年度，我們在香港接待了超過

540個商貿代表團，邀請外國商界精英親身到來，

實地了解香港的營商環境。

左圖：第九屆「香港/歐盟及歐盟/香

港經濟合作委員會全體大會」，聚焦

國際商貿良機。在貿發局推動下， 

會議討論了與香港及歐盟企業息息

相關的最新經濟潮流及發展趨勢。

圖為行政長官曾蔭權(中)與香港/歐

盟經濟合作委員會歐方主席Michael 

Treschow(左)和港方主席錢果豐

(右)合照。

下圖，左：在第21屆「港美商務委員

會全體大會」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向多位美國商界領袖介紹香港在協

助美國公司開拓內地業務時擔當的

重要角色。

下圖，右：從高新科技到大眾娛樂，

法國和香港的企業均意識到兩地合

作的好處。此精神在第三屆「港法貿

易夥伴委員會全體大會」上得到全面

的體現。該會議由貿發局及法國企業

國際促進署聯合主辦。圖為政務司司

長唐英年在大會午宴上發言。

環球商貿大家庭

貿發局致力促進香港與歐盟、法國、日本、韓國、

英國及美國的雙邊貿易委員會運作。在我們的推

動下，2007年5月「日港及港日經濟合作委員會第

29屆全體大會」在東京順利召開；2007年10月，第

三屆「港法貿易夥伴委員會全體大會」在港舉行；

2008年3月，第21屆「港美商務委員會全體大會」，

以及第九屆「香港/歐盟及歐盟/香港經濟合作委員

會全體大會」亦取得圓滿成功。

在這些雙邊經貿團體的推動下，來自金融、物流和

科技等不同界別的高層商貿代表團相繼訪港。 

當中包括在2007年10月由巴塞羅那商會、巴塞羅

那市議會，以及其他西班牙商會組織訪港的西班

牙科技代表團。活動後，團員十分認同香港發展成

為國際科技貿易平台的潛力，香港與當地教育軟

件公司更簽署科技轉移協議。

上圖，右：2007年5月，400多位日本商界領袖於東京出席

由貿發局與日方合辦的研討會，探討在中國「十一．五」規

劃下，香港和日本未來經貿合作的新方向，並慶祝特區政府

成立十周年。圖為港日經濟合作委員會主席馮國經在會上

發言。

右圖：由貿發局協助出版的《進化中的香港 - 探索其潛在競

爭力》一書於2007年5月面世。該書邀請日本頂尖經濟師及

商界人士撰寫，通過個案分析和深入研究，介紹香港的貿易

平台及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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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2007年10月，第八屆「香港論壇」吸引了來自21個國家和地

區超過350名商界人士參與。是項年度盛會由貿發局及環球香港商

業協會聯盟主辦，活動包括一系列工作坊、研討會、簡報會，以及交

流活動，讓與會代表跟他們在香港及世界各地的潛在合作夥伴有更

多面對面的交流機會。當中的主題午宴及六分鐘商貿配對環節(見

上圖)，備受追捧。

香港商業協會的大家庭，繁衍不息，最近更在匈牙

利掀開了新的篇章。眾多協會組成了環球香港商業

協會聯盟。該聯盟於2000年成立，發展至今由31個

海外香港商業協會組成，會員來自23個國家及地

區，人數逾11,000人，均為與香港有緊密經貿聯繫

的海外商界人士。第八屆「香港論壇」，為香港迎

來了該聯盟旗下逾350名會員，當中70人更是首次

來港。他們均帶著共同的目標 – 在香港及中國內

地尋找商機。

左圖：第三屆「香港音樂匯展」的

記者會星光熠熠。大會請來多位歌

手擔任匯展大使，包括：(後排左 

至右) 女子組合HOTCHA、周麗淇、

泳兒、呂珊、傅穎、鄭融、盧巧音，

以及(前排左至右)陳柏宇、周柏豪

及張敬軒。

下圖：一年一度的「香港影視娛樂

博覽」，向世界展現香港作為影視

娛樂製作及分銷中心的地位。圖為

貿易發展局兼電影發展局主席蘇澤

光(右)、署理行政長官唐英年(中)、

香港影視娛樂大使梁朝偉(左)，聯

同九項博覽活動的主辦機構代表，

為今年博覽主持開幕禮。

創意產業新領域

創意產業是推動香港經濟持續發展的原動力。 

貿發局一如既往，推廣香港的創意產業，範圍涵蓋

電影、電視、音樂、數碼娛樂及設計。

2008年3月，貿發局再次聯合多個創意行業 

的力量，成功舉辦第四屆「香港影視娛樂博覽」。 

博覽的始創項目之一 – 第12屆「香港國際影視

展」(FILMART)，吸引4,200多名業界人士參與， 

約一半來自香港以外地區，進一步奠定了香港作為

亞洲區內影視娛樂交易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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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覽旗下的另一項目「香港音樂匯展」，由貿發局與

國際唱片業協會(香港會)合辦，吸引超過7,500名來

自世界各地的業內人士入場參觀。

貿發局亦聯同多個業界組織及設計學院，包括香港

設計中心、香港設計師協會、香港室內設計協會，

以及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等，推廣香港的專業

設計服務。去年，貿發局分別在「創新科技及設計

博覽」、「香港禮品及贈品展」，以及「香港時尚匯

展．北京」等大型展覽中，設立設計館，推廣本土創

意設計服務。為培育新晉設計師，貿發局在貿易展

覽會期間，舉辦多項產品設計比賽，安排得獎作品

於展會中展出，向來自世界各地的買家推介香港的

優秀設計。

上圖，左：一年一度的「東京設計周」(Tokyo Designers’ 

Week)於2007年10月31日至11月4日舉行，吸引逾85,000設

計愛好者入場參觀，當中不乏著名設計師，如青木克憲

(Katsunori Aoki)、葛西薰(Kasai Kaoru)、服部一成

(Kazunari Hattori)等。今年香港貿易發展局特別邀請十位香

港創作人，專程到日本參與是項業界盛事，在東京青山明治神

宮外苑舉辦以「Love from HK」為主題的生活時尚展覽會，推

介香港各類型創意設計及藝術作品。著名日本設計大師淺葉

克己(右二)十分欣賞香港的平面設計。圖中右一為貿發局創作

部副主管錢慧珊。

上圖，右：香港的原創人物設計蜚聲國際，亦能發展出多個商

業用途。圖為2007年12月「創新科技及設計博覽」上，參觀者

駐足觀賞本地設計師創作的原創人物。

左圖：首屆香港燈飾設計比賽，是本年度香港國際燈飾展的重

頭戲。冠軍得主范卓衡，是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分校)的學

生。其作品「軌跡」，靈感源自宇宙星體運行的軌跡，燈泡可隨

意放在金屬環的各個位置，寓意行星繞自身軌跡運行。

國際金融中心

貿發局亦致力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形象。

2007年9月，貿發局與特區政府合辦第一屆 

「亞洲金融論壇」(AFF)。論壇上，世界頂級財經專

家聚首一堂，討論亞洲市場的發展趨勢。

是次論壇的主題是「促進穩定 拓展商機」，來自 

世界各地逾30位著名講者，包括花旗集團國際諮

詢委員會主席兼前世界銀行行長詹姆斯．沃爾芬森

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等，在會上發表 

主題演講。行政長官曾蔭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和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等亦在論壇上發表

講話。

超過800位高級行政人員參加了是次論壇，他們來

自香港、內地以至世界各地的企業投資者、投資機

構、大型企業、政府及監管機構。

左圖：貿發局與特區政府合辦「亞洲金融論

壇」，旨在提升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地

位。圖為參與論壇午宴的嘉賓（由左至右）：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中聯辦副主

任郭莉、花旗集團國際諮詢委員會主席兼前

世界銀行行長詹姆斯．沃爾芬森、行政長官曾

蔭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和貿發局總

裁林天福。

資料概覽：來訪與出訪

· 在貿發局的努力下，本年度有136,785家來自內地及世界各地的公司代表到訪香港

· 共14,782家香港公司參加了我們針對內地市場的活動

· 共3,885家香港公司參加了我們進軍新興市場的活動

· 我們組織了338項外訪活動，向35,000位內地及海外的商貿代表，推介香港的優勢

· 在香港接待超過540個來自世界各地的商貿代表團

· 位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及香港國際機場的兩家設計廊，每月平均迎來超過60,000位訪客

左圖：2008年1月，貿發局及香港特區政府組

織了一個高層商貿代表團出訪科威特巿、沙特

阿拉伯首都利雅德，以及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的阿布扎比和迪拜，向當地推廣香港的金融

及基建服務。總裁林天福(右)主持與科威特總

商會合辦的研討會。與會嘉賓包括行政長官

曾蔭權(右二)、科威特首相顧問 H.E. Sheikh 

Dr Salem Al-Jaber Al-Ahmad Al-Sabah 

(左一)及科威特總商會主席 Ali M Thunaian 

Al-Ghanim(左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