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送機票

‧下月1日起派發

‧首階段以東南亞旅客為主，其後是東北亞及內地
旅客

‧派發方式由航空公司決定，可能是抽獎、問答比
賽，或買一送一計劃送出

‧帶來150萬以上入境旅客

‧夏季開始

‧派發方式由航空公司決定，或
跟訪港旅客方式相若

對象：本地居民、大灣區內地城市居民
（各涉及8萬張機票）

對象：訪港旅客（共涉及50萬張國泰、
香港快運及香港航空機票）

全球宣傳
‧邀請名人、駐港各國
商人、明星、超級香
港迷等拍攝推廣香港短
視頻，全球發放

‧廣邀全球各界代表來港考察，
及率領香港各界去海外宣傳香港

‧今年將舉辦250場國際盛事，及逾
100場國際展覽活動，吸引商務旅
客來港

‧特區政府會帶領和組織不同的訪問
團到內地和外國，說好香港故事

◆資料來源：旅發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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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贈飲 全港106間酒吧、餐廳及酒店免費
送出一杯價值超過100元的指定飲品

購物優惠 在參與計劃的景點、零售或餐飲商戶消
費，憑券扣減100元

送禮品 景點、博物館為旅客精心準備價值超過
100元的精選禮品，憑優惠券兌換

送優惠

領取地點 ‧香港國際機場旅客諮詢中心

‧九龍尖沙咀天星碼頭旅客諮詢中心

‧高鐵西九龍站旅客諮詢中心

‧港珠澳大橋（香港）旅客諮詢中心

申領資格：逗留香港不超過90天的訪港旅
客，每人只限一次

領取方法 核對證件，登記非本地註冊
的流動電話號碼後，掃二維
碼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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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郝 原 ◆版面設計：日 明文 匯 要 聞

「香港已恢復跟內地（復常）通關……大家久別重聚，一聲『你

好』勝過千言萬語。我們已急不及待，對你們每一位（訪港旅

客）說聲你好！」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精要的開場白，

正式揭開「你好，香港！」全球宣傳活動的序幕。昨日啟

動的「你好，香港！」最重量級的優惠計劃，是向內地及海外旅客免費派發50萬張來港

機票。李家超形容，這是「世界上最大的歡迎禮物」，有望吸引全球150萬或以上旅客來

港，佔未來半年一成旅客量。同時，香港旅遊發展局將聯同全港逾1.6萬間商舖送出共

100萬份「香港有禮」——旅客消費優惠券，餐飲、交通工具及商戶優惠總值料達1億

港元，在乘數效應下帶動經濟。（尚有相關新聞刊A2、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你好，香港！」啟動
料吸150萬訪客

派免費機票50萬張 消費優惠券100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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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迪園新園區打卡
深 圳 市 民 張 先

生：疫情之前，我
基本上每個月都會
到香港遊玩購物。
香港的文化活動一
向水平很高也很國
際化，而且門票還
很親民，此前經常
帶孩子去香港看展、聽演唱會，每次都
覺得體驗很好。猶記得之前去看過莫奈
畫展，展覽有很多特別的互動環節，都
設計得別出心裁，
這次香港的推介規格很高，也很讓人

期待，今年一定會和家人再到香港旅遊
消費。最想去的地方莫過於西九龍的香
港故宮館和M+博物館，還有迪士尼樂
園。4年前帶着大兒子去了迪士尼樂
園，玩得非常開心，聽說今年會開新的
園區，也有新的遊玩路線，打算帶着二
兒子也一起去打卡。

遊港首站M+博物館
深圳市民湯女士：

看到香港大手筆派發
消費券，重新回復活
力實在是太棒了！我
疫情之前跟朋友每一
兩周都要去一趟香
港，每次必去的地
方，除了中環、海港
城，就是去看看一些
文化藝術展覽，水平
都很高。香港除了
是個節奏很快大
家都在努力掙錢
的城市，也能
讓人感受到濃
厚的人文藝術
氣息。
近期也正在

預約香港簽
註，計劃赴港
遊，第一站當
然是西九龍的
M+博物館，還
想去聽演唱會，
去逛街。
疫情3年，大家

都比較重視戶外活
動，聽說香港麥理浩
徑的風景很美，我希
望找一個周末到香港徒
步，感受香港繁華都市之

外的自然風光。

◆深圳市民張先
生。

◆深圳市民湯女
士。

◆訪港旅客張小
姐。 香港文匯報

記者鄧偉明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鄧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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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你好，香港！」啟動禮上致
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你好，香港！」大型全球宣傳活動昨日在會展啟動。圖為主禮嘉賓出席啟動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昨日領取消費優
惠券的訪港旅客張
小姐：領券方法很
簡單方便，只需要
登記手機及證件號
碼。下次會帶家人
及小朋友再來港使
用這些優惠。

領券方法簡單方便

20億元機票換來40億元效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翻查立法會文件，
即將派發的50萬張機票早於2020年買入，連同
支援航空行業的措施，共涉及20億元。香港旅遊
業界人士直言，「小財不出大財不入」，若免費
機票能吸引共150萬名旅客訪港，相信能為香港
帶來總值60億元的消費額，在扣除當年投放的
20億元後，經濟效益將高達40億元。

港3年新增景點吸客強勁
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表示，「我們組
織旅行團很明顯必定是來香港玩，可能最起碼在
港停留三日兩夜，甚至四日三夜。在香港他會行
街吃飯買東西，亦甚至會用到我們的交通工具，
到我們的景點，這是我們派50萬張機票的原意，
多些旅客來消費，認識香港。」
他指出，香港以往舉辦的盛事一向很受海內外

旅客歡迎，加上香港過去3年新增了不
少旅遊景點，相信能吸

引更多海外旅客，加速香港經濟復常。
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表示，

香港零售業對「你好，香港！」的系列推
廣活動極感振奮。疫情3年來，零售業損失
約三分之一營業額，遭到重創，現在終於見
到復常曙光。
他指出，自上月初兩地首階段復常通關後，

海內外旅客已逐漸增多，尖沙咀也重見人頭湧
湧，相信若香港能進一步全面通關，配合一系列
吸引海內外遊客的推廣活動，零售業今年中會逐
漸恢復元氣。今年將舉辦逾300場國際盛事、展
覽，亦顯示商務活動開始恢復，有助吸引大量高
消費力商務客抵港。
明愛專上學院商業及款待管理學院助理

教授蕭敏強表示，隨着香港放寬旅客入境
要求，為行業帶來生機，最快今年底可能
回復到新冠疫情前的七成，預計屆時酒店
房間入住率也將隨之而攀升。

李家超昨日率領一眾特區政府相關司
局長官員出席「你好，香港！」啟

動禮。他表示，香港與內地及整個國際世
界已無縫連接，無任何隔離、檢疫及限
制，故特區政府將推出全新的大型全球宣
傳活動，以「說好香港故事」，推廣商
機、旅遊、文化交流等。

機票分階段送出 為期半年
他表示，「你好，香港！」將聚焦在4
方面，一是「迎客來」，包括免費向旅客
派發50萬張機票；二是「請客來」，邀貴
賓訪港；三是「走出去」說好香港故事；
四是「盛事來」，復辦各項大型盛事。
連串宣傳活動的重頭戲是免費送出機票，
李家超形容，是次免費向旅客派發機票是
「世界上有史以來最盛大的歡迎禮物」，相
信新的一年會有大量旅客訪港，市面更添熱
鬧，香港商舖丁財兩旺，食肆、旅遊景點
會熱烈地「動起來、活起來」，經濟好起
來，展現動力和蓬勃生機。
免費機票將由3間本地航空公司（國泰
航空、香港快運及香港航空）由下月1日
起，分階段於海外辦事處在境外市場送
出，為期半年。首階段將聚焦在東南亞地

區進行相關推廣，其後推展至東北亞及內
地市場。3間航空公司將根據各地法規舉
行各種宣傳活動，包括大抽獎、買一送
一、先到先得及遊戲等形式送出機票。

先攻東南亞市場 內地隨後
機管局行政總裁林天福預計送出的機票

可為香港帶來150萬或以上入境旅客，佔
未來6個月約10%旅客量。他解釋，先選
東南亞發動宣傳攻勢，是基於疫情前七成
半海外訪港旅客來自當地，「希望獲贈機
票的朋友，能夠多帶兩三位親友同行。」
他直言，2020年4月疫情初期預留一筆
錢援助航空業，現在是適當時候將資助
「兌現」化成50萬張機票。他表示，
「當時的資助不多，航空公司可以說是
『半賣半送』，讓我們以有限的金錢買到
這麼多機票。」

優惠券至少值百元總值逾億
免費機票，香港市民也有份。航空公司

將於今年夏季，向香港及大灣區內地城市
各送出8萬張機票，連同疫情期間鼓勵港
人打針所送出的機票，整個送機票計劃合
共送出近70萬張。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說：「我
會視送出機
票會有『乘
數效應』，帶
多點客人來港
在這裏消費，餐
飲各方面都能帶旺
我們的經濟。」
旅發局也將推出

「香港有禮」—旅客消
費優惠券，香港旅遊發展局
總幹事程鼎一表示，每份優惠
券價值至少港幣100元，即總價值
逾1億港元，初步有逾1.6萬間商戶向旅
客提供優惠，全港4個旅客諮詢中心昨午
開始派發，訪港旅客憑券可在參與的酒
吧、餐廳和酒店享用迎賓飲品，或於交通
工具、餐飲、零售、商戶及景點兌換獎
賞。旅發局初階段投資至少1億元用作宣
傳，包括製作超過250條
宣傳片，並於全
球3,000個平
台播放。

本疊內容：文匯要聞 本港新聞 文匯論壇 副刊 國際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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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字第26605 今日出紙3疊8大張 港售10元

2023年2月
星
期
五3 早晚清涼 短暫陽光

氣溫16-20℃ 濕度65-95%

癸卯年正月十三 十四立春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