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
（MICE）業務
香港：亞洲會展之都
香港位處亞洲中心，作為每年近百大型展覽的主辦地，其交
通、物流、旅遊等基礎建設發達，為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業
務（MICE）提供了一個優秀的平台。2016年訪港旅客達5,670
萬人次，商務旅客佔旅客整體人數的比例非常高，全年被界
定為 MICE 類別的旅客超過 190 萬人，當中約 51.2% 來自中
國內地。

香港特區政府致力維持香港作為區內會展業務中心的競爭
力，除了保持固有優勢，更在各方面力求進步。外地會展企
業在香港發展業務可謂機會處處。

在香港開展會展業務的優勢

近期發展機遇

• 香港於 2016 年被評選為亞洲領先的會議目的地；同年亦
被網上旅遊雜誌《Smart Travel Asia》評為亞洲最佳商務
城市，以表揚本港在會展場地、住宿設施及交通旅遊配套
方面的出色表現
• 主要會展場地（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及亞洲國際博覽館）獲
2015 年《CEI Asia》分別選為最佳及第二佳會場
• 經濟發展良好，擁有作為中國商務大門的優勢
• 全球有約 170 個國家和地區的國民可以免簽證來港旅遊
• 國際機場設施完善、傲視亞洲，每周提供超過 7,000 班航
班升降，聯繫全球超過 190 個航點，包括 47 個中國內地城
市

• 8,225 家國際企業在香港設有地區總部或地區辦事處，帶
動商務旅客人數增長
•   各類專業機構和國際組織看重香港的經濟活力和靠近中國
內地的優勢，認為香港是舉辦活動的理想地點
•   香港是亞洲最受旅客歡迎的城市，預料到 2023 年旅客人
數將增至一億人次，各國參展商在香港參展可獲得最佳櫥
窗效益
•   已有多個國際最大型展銷及會議活動長期在香港舉行；香
港旅遊發展局亦提供支援以鼓勵更多國際盛事在港舉行

部分在香港設有業務的外資 MICE 企業
•
•
•
•
•
•

•  MCI（瑞士）
•  法蘭克褔展覽（Messe Frankfurt）
（德國）
•  Oliver Kinross（英國）
• 奔騰媒體（Penton Media Asia Ltd.）
（美國）
• 亞洲博聞（UBM Asia Ltd）
（英國）

Affordable Art Fair（英國）
巴塞爾藝術博覽會（Art Basel HK）
（瑞士）
CloserStill Media
（英國）
Diversified Communications（美國）
環球資源（Global Sources）
（美國）
IMG（英國）

行業現狀
訪港過夜MICE旅客來源地（根據主要市場
區分）

2016

增長率
（按年計算）

124,321

149,358

20.1

190,886

204,604

7.2

43,248

49,781

15.1

130,545

139,798

147,333

5.4
16.7

2013

2014

南北美洲

153,366

154,467

歐洲、非洲及中東地區

210,995

213,857

澳洲、新西蘭及南太平洋

49,951

48,031

北亞地區

135,050

南亞及東南亞地區

2015

262,065

281,080

243,277

283,849

台灣

68,870

88,607

77,820

79,840

2.6

中國內地

745,242

891,508

891,573

967,497

8.5

1,634,363

1,816,021

1,721,438

1,891,017

9.9

總數
資料來源：香港旅遊發展局

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MICE）業務
在香港舉行的重要會議
活動
亞洲金融論壇 (Asian Financial Forum)

舉行月份
一月

網站
www.asianfinancialforum.com

RISE Conference

七月

www.riseconf.com

亞太酒店投資會議 (Hotel Investment Conference Asia Pacific)

十月

www.hicapconference.com

舉行月份
三月

網站
www.artbasel.com

四月、十月

www.globalsources.com

亞洲國際食品及飲料、酒店、餐廳及餐飲設備、供應及服務展覽會
(HOFEX)

五月，
每兩年舉行一次

www.hofex.com

亞太區國際葡萄酒及烈酒展覽會 (Vinexpo)

五月 / 六月，
每兩年舉行一次

www.vinexpo.com

香港國際旅遊展 (International Travel Expo Hong Kong)

六月

www.itehk.com

香港美食博覽 (Hong Kong Food Expo)

八月

www.hktdc.com

香港國際美酒展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Wine and Spirits Fair)

十一月

www.hktdc.com

亞太區美容展 (Cosmoprof Asia)

十一月

www.cosmoprof-asia.com

在香港舉行的重要展銷活動
活動
巴塞爾藝術博覽會 (Art Basel HK)
環球資源電子產品及零件採購交易會
(China Sourcing Fair: Electronics & Components)

在香港舉行的其他重要活動
活動
渣打香港馬拉松 (The Standard Chartered Hong Kong Marathon)

舉行月份
一月 / 二月

網站
www.hkmarathon.com

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 (Hong Kong Sevens)

四月

www.hksevens.com

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 (Hong Kong Dragon Boat Carnival)

六月

www.hkdba.com.hk

香港壁球公開賽 (Hong Kong Squash Open)

八月

www.hksquash.org.hk

香港網球公開賽 (Hong Kong Tennis Open)

十月

www.hktennisopen.hk

香港美酒佳餚巡禮 (Hong Kong Wine and Dine Festival)

十月

www.discoverhongkong.com

十二月

2017.hkformulae.com

國際汽聯電動方程式錦標賽 (Formula E HK ePrix)

香港辦公室大約月租（以港元為單位）
地區
中環、金鐘

租金 （有效淨租金）
每平方英尺 117.9 元

灣仔、銅鑼灣

每平方英尺 67.9 元

尖沙咀

每平方英尺 53.8 元

港島東

每平方英尺 49.1 元

九龍東

每平方英尺 34.4 元

資料來源：高力國際（Colliers International）2017 年 4 月數據

MICE 行業職員平均月薪（以港元為單位）
職位
企業行銷傳訊經理

經驗（年）
5-10

月薪
30,000-60,000 元

公關經理

5+

35,000-60,000 元

公關專員 / 代表

3-5

16,000-25,000 元

活動企劃人員

2-3

15,000-20,000 元

資料來源：德科人力資源服務公司（Adecco）2017 年大中華薪資指南

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MICE）業務

“ 香港享有資本的流動
自由、穩健的法制和
簡單的稅制，而對外
國人而言，香港是一
個治安良好的城市。
至今，香港依然保持
這些優勢。”
亞洲博聞
執行副總裁
麥高德

亞洲領先活動主辦商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亞洲博聞每年在亞洲舉辦超過 290 個商貿活動，並透過企業併購加強業務版圖
這部成功史始於 1994 年，當時亞洲博聞收購了一家本
地展覽公司，該公司在香港和亞洲舉辦過多場成功的商
貿活動。其後，亞洲博聞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並銳意
在此拓展業務。時至今日，亞洲博聞所主辦的展覽會有
部分已成為亞洲甚至全球市場中規模最大的同類型展覽
會，包括香港珠寶首飾展覽會、亞洲最大型的美容展覽會
Cosmoprof，以及歷史悠久的亞太區皮革及時尚匯集展。
坐在剛完成翻新的辦公室中，執行副總裁麥高德回想：
「在起步初期，香港已是亞太區內最適合舉辦商貿展覽會
的地方。香港享有資本的流動自由、穩健的法制和簡單的
稅制，而對外國人而言，香港是一個治安良好的城市。至
今，香港依然保持這些優勢。」另外，優越的地理位置及
會展業界的專業服務也造就香港成為全球最大電子產品
展、禮品及贈品展；亞洲最大的娛樂博覽、時裝展以及金
融、科技會議的理想舉辦目的地。
亞洲博聞的成功建基於他們的專業精神。他們致力提供優
質服務，每年籌劃多個具針對性的商貿展覽會，連繫全球
超過 200 萬名優質參展商、觀眾，專業買家及會議代表。
他們主辦的展覽會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買家與業務夥伴會
面，讓他們了解最新行業趨勢，加強業界間的聯繫。
最近，亞洲博聞收購私人企業 AllWorld，該公司在東盟國
家和中國主辦過多個成功的活動，主題包括美食和酒店、
原版刊發日期：2017 年9月

石油和天然氣以及通訊。麥高德說：
「我們希望創造協同作
用，讓我們的業務在區內更具實力，不斷茁壯成長。」
除了高質素展覽會外，麥高德指出香港的展覽空間達到世界
一流水準，加上擁有完善的管理配套，因而造就香港成為成
功的展覽之都。另外，麥高德相信一國兩制讓香港得以從其
他國內城市中脫穎而出。他說：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享
有能夠和大灣區內各城市緊密協作的優勢。港珠澳大橋和其
他跨境基建讓香港能夠直接接觸超過 6,800 萬人口，進一步
鞏固其作為區內樞紐的地位。」
現時，香港地區辦事處聘有超過 200 名員工，當中八成是本
地人。麥高德認為香港人教育水平高，工作態度積極而且非
常勤奮。

亞洲博聞
‧ 於1994年在香港成立地區辦事處，每年在亞洲主
辦超過290個商貿會議展覽活動
‧ 連繫全球超過200萬名優質參展商、觀眾、專業買
家及會議代表
Ubm.com

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MICE）業務
香港主要會展場地
亞洲國際博覽館
香港國際機場
電話：（852）3606 8888     傳真：（852）3606 8889     電郵：sales@asiaworld-expo.com     www.asiaworld-expo.com
提供場地
展覽館
可容納 13,500 人入座的表演場館（Arena）
可容納 300 宴會席的場館（Summit）
會議室

面積
45,440 平方米
10,880 平方米
8,200 平方米
1,143 平方米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香港灣仔博覽道 1 號  
電話：（852）2582 8888     傳真：（852）2802 0000     電郵：info@hkcec.com   www.hkcec.com

提供場地
展覽廳
多用途會議廳共可容納 5,600 人
兩個總共可容納 1,000 人入座的演講廳
會議室
其他

面積
66,000 平方米
5,619 平方米
800 平方米
5,518 平方米
12,997 平方米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九龍灣展貿徑 1 號   
電話：（852）2620 2222     電郵：info@kitec.com.hk   www.kitec.com.hk
提供場地

面積

「匯星」活動廳
宴會廳
會議室
其他

2,912 平方米
1,804-1,812 平方米
76-107 平方米
56-9300 平方米

相關機構
香港旅遊發展局
香港會議及展覽拓展部
香港北角威非路道 18 號萬國寶通中心
9-11 樓
電話：
（852）2807 6543
電郵： mehk@hktb.com

香港展覽會議業協會
香港告士打道郵政信箱 28346 號
電話：
（852）2558 1238
傳真：
（852）2558 3074  
電郵： enquiry@exhibitions.org.hk
www.exhibitions.org.hk

www.mehongkong.com

香港會議及展覽指南
香港北角屈臣道 2-8 號海景大廈 C 座
10 樓
電話：
（852）3965 7800
傳真：
（852）2508 0603  
電郵： bizinfo@hk.marshallcavenish.com
www.micehongkong.com

有關詳情 歡迎聯繫
旅遊及款待行業經理   王麗
香港中環紅棉路 8 號東昌大廈 25 樓
電話：
（852）3107 1037     傳真：
（852）3107 9007     電郵：lwang@investhk.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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