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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已經「回來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李家超昨日在「你好，香港！」啟動禮致辭

時表示，香港正大張旗鼓，開門迎客，舉辦

許多盛事，從金融、經濟、創新科技，到體育賽事、文化藝術和美食好

酒，以至各式各樣大型國際會議和展覽。政府估計，今年會有超過250

項會議和展覽活動在港舉行，相信可吸引數以十萬計的商務旅客來港，

帶動住宿、餐飲、零售和娛樂等相關行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盛事之都回來了！ 大型活動浪接浪
逾250會議展覽在港舉行 料吸引數以十萬計商務客

今年大型盛事及活動（部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你
好，香港！」其中一個重點，是要「走出
去」說好香港故事。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
將於明日（4日）下午率領香港特別行政
區代表團前往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酋
長國訪問，以加強香港與兩國在貿易、投
資和文化等領域的聯繫，為香港爭取龐大
商機，並全方位推廣香港。各政策局局長
昨日表示，年內會積極外訪，包括到東盟
國家、歐洲等，促進經濟合作和吸引重點
企業來港投資。

特首明訪中東打響頭炮
李家超將率領香港特區代表團成員，包

括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局長許正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
應樺、政府新聞處處長陳偉偉和署理「一
帶一路」專員黃宗殷。其他代表團成員包
括來自財經、工商、貿易、專業服務、基
建及發展、創新科技、運輸物流等不同界
別的30多位高級別代表。
其間，李家超將與當地政商界領袖會面

及考察當地企業，亦會出席論壇及交流活
動，介紹香港最新情況、投資及商貿機
遇，以及在「一國兩制」下「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推廣香港的新發
展和新機遇，促進香港與沙特阿拉伯和阿
聯酋之間的各方面交流和合作。

財爺：港發展定位更趨明確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在「你好，香

港！」記者會上指出，香港經過幾年的
發展，有不少積極的變化，發展定位也
更趨明確，包括「一國兩制」在香港長
期實施，令香港的制度優勢得以鞏固，
亦讓香港保持和提升獨特的地位和優
勢；新一屆政府採取「有為政府」與
「高效市場」更好結合這個管治理念，
增強香港的發展動能，帶來新的機遇。
「考慮到境外人士未必完全知悉和了解
香港的新機遇，甚至部分可能因為資訊
不足而出現一些誤解，甚至負面的觀
感，我們要努力說之以理、動之以情，
盡力來化解。」
他表示，特區政府整個問責團隊、「香
港隊」的成員，以至商界中人，藉着

到訪不同國家、地區和市場，積
極向海外和內地介紹香港的
優勢，推廣各項活動。「我
們成立了『推廣香港新優
勢專責小組』，成員包括
不同界別的傑出人士，亦

包括我們『香港隊』夥伴機構的代表。有
他們的寶貴建議和支持，特區政府在海內
外推展宣傳的工作將會更加到位、更加切
合需要，以及更能達到目標。」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表示，行

政長官及主要官員會到傳統和新興市場推
廣香港優勢和說好香港故事。他稍後將出
訪東盟國家，以及計劃訪問其他「一帶一
路」國家，促進經濟合作和吸引重點企業
來港投資。同時，特區政府海外經濟貿易
辦事處亦會繼續在不同國家與相關機構和
商會舉辦經貿和文化活動，推廣「一國兩
制」和香港在藝術、文化和創意產業方面
的軟實力。
丘應樺表示，投資推廣署未來數月將舉

辦最少70項投資推廣活動和講座，包括
針對策略產業的國際活動，例如一項有關
國際生物科技交流的活動，又會為內地企
業舉辦周年酒會，期望能增強其在港建立
或擴充辦公室的投資信心。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表示，他

年內會到訪內地城市和海外，包括縱向的
大灣區、東南亞國家如越南和印尼，以及
橫向的歐洲。「我們將會主動接觸主要持
份者，講好香港獨有的金融故事。」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他和

其團隊將於年內出訪歐洲、東南亞和中國
內地，向世界說好香港創科優勢與機遇，
吸引更多國際創科人才和企業來港。

政策局局長年內將積極外訪

「你好，香港！」其中一項重要活動
是「盛事來」，多個涉及金融、

經濟、創新科技，到體育賽事、文化藝術
和美酒佳餚，以至大型國際會議和展覽都
會陸續「回歸」香港。
李家超昨日在「你好，香港！」啟動禮

致辭時表示，特區政府正忙於舉辦大型活
動和大型貿易展覽，並會於今年舉辦許多
盛事，從金融、經濟、創新科技，到體育
賽事、文化藝術和美食好酒，以至各式各
樣大型國際會議和展覽，多不勝數（見
表）。「我們歡迎世界每一個角落的旅
客、投資者、企業家、創新者，一起來到
香港感受我們的活力，擁抱機遇，大展鴻
圖。」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在隨後舉
行的記者會上表示，今年估計會有超過
250項會議和展覽活動計劃在香港會議展
覽中心和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包括香港
國際珠寶展、香港國際影視展、巴塞爾藝
術展香港展會、亞洲授權業會議、「一帶
一路」高峰論壇、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
等。「我們期待迎接數以十萬計的商務旅
客回到香港參與這些活動，帶動住宿、餐
飲、零售和娛樂等相關行業。」

推14億元定期展覽獎勵
他續說，未來數月，投資推廣署將舉辦
最少70項投資推廣活動和講座，投資推
廣署亦會為內地企業舉辦周年酒會，期望
能增強其在港建立或擴充辦公室的投資信
心。而涉及約11億元的「會議展覽業資
助計劃」至6月底，又會緊接在7月推出

新的14億元「定期展覽獎勵計劃」，為
期3年，以吸引活動持續在港舉行。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表示，特

區政府今年將繼續舉辦各項亮點活動，包
括一直以來廣受業界歡迎的多項盛事，例
如11月的香港金融科技周、12月的亞洲
保險論壇和明年初的亞洲金融論壇；去年
首辦的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也將再次舉
行。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在記者會

上表示，由現在到4月，香港馬拉松、巴
塞爾藝術博覽會、香港國際影視展
2023、WestK Music Festival 2023及香港
國際七人欖球賽將在香港舉行。文化體育
及旅遊局亦將於下月主辦博物館高峰論
壇，及於今年稍後舉辦首屆流行文化節。
同時，旅發局將繼續舉辦連串大型盛

事，以展現香港的動感、活力和多元文
化，包括備受大眾歡迎的「香港美酒佳
餚巡禮」、充滿動感的「香港單車
節」，以及精彩閃耀的「香港跨年倒
數」，還有各項節慶活動，如聖誕期間
的「香港繽紛冬日巡禮」及農曆新年慶
祝，又會加大力度宣傳及優化其資助計
劃，以吸引更多會展活動落戶香港，爭
取更多高消費旅客來港，包括WOW
Summit Hong Kong、第 44屆亞太區牙
科會議、亞洲國際果蔬展覽會和RISE科
技峰會2024。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今年

將在香港舉辦一系列大型創科活動，包括
將首度舉辦「香港國際創科展」，並復辦
「數字經濟峰會」等。

行政長官李家超昨
日 於 「 你 好 ， 香
港！」啟動禮上先後
以英語、普通話、粵

語致辭，更即場播出由他親身上陣拍攝的
英語及普通話宣傳片。他在片中說：「你
好！香港歡迎你！快來感受這個國際大都
會的獨特魅力。現在香港以新機遇、新基
建、新體驗創造新優勢，開啟新篇章，一
起來重新探索這個亞洲國際都會吧，我們
香港見！」吸引來自各地各界的全場嘉賓
鼓掌喝彩。
在啟動禮及隨後的記者會上，同樣以兩
文三語進行，更為來自各地的媒體提供即
時傳譯服務，凸顯香港在向內地、向全世
界敞開懷抱。

群星齊拍宣傳片
香港著名歌手郭富城（Aaron）、鄭秀
文（Sammi）和陳慧琳（Kelly）亦為旅發
局啟動的「Hello Hong Kong」全球宣傳
活動拍攝宣傳短片，短片昨日在香港首
播，並會陸續於全球播放。
短片中，Aaron以舞會友，在中環石板
街及西九文化區帶領舞團勁舞，動感十
足；Sammi換上粉紅運動裝，在毗連維港
美景的山頂跑步徑跑步，開心活力爆燈；
Kelly變身茶餐廳女神，與來自各地的食
客打成一 片，為他們送上西多士、奶茶
等俘擄不少旅客的地道美食，令人食指大
動。

鏡頭背後，幾位歌手更齊齊分享自己的
「香港最愛」。Aaron說：「我最想和家
人一同到最新的西九文化區M+博物館及
香港故宮博物館參觀；除了傳統景點和主
題公園以外，我也喜歡行沙灘吹海風，正
因香港能體驗多元，所以大家來到香港，
自然會發掘到自己喜歡的地方！」
自言一星期去茶餐廳幾轉的Kelly，說

到香港美食便如數家珍一樣：「我最愛凍
檸茶、菠蘿油和沙嗲牛肉麵等茶餐廳美
食，如果大家來到香港，不妨中午先行勻
港九新界嘆地道小食，夜晚再在維港夜景
下享受 Fine Dinning。這真係人生必要做
呀！」
Sammi最推介訪港旅客試搭香港的交通

工具：「例如全新的山頂纜車、電車和渡
海小輪， 都好有情懷和特色，景點方面
我最推介的是到山頂欣賞美景，感受城市
美麗。」
3人都以廣東話、普通話及英語，齊齊
向世界各地旅客發出熱情邀請，指香港已
經準備就緒，約定大家香港見。他們更搞
笑地分享「野生捕獲」自己的小貼士：愛
好運動的Sammi說自己最愛在港島區跑
步，要「扮有緣」不妨去港島區跑步徑碰
運氣；Aaron笑言香港面積不大，他常帶
家人行街食飯，一定有機會遇上；Kelly自
爆愛購物，笑說各個Shopping地方都有她
的足跡，大家去香港任何一個購物點，都
隨時可以見到其真身。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棠、黃書蘭

兩文三語宣傳片：我們香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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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政府新聞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2月12日
第25屆渣打香港馬拉松

2月14日至19日
香港帆船賽周2023

2月25日
2023香港亞洲三項鐵人盃

3月1日至5日
國際珠寶展

3月21日至25日
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

3月24日至25日
博物館高峰論壇2023

3月31日至4月2日
國泰航空/滙豐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
2023

4月18日至7月9日
「虛擬凡爾賽宮之旅」展覽

4月至5月（暫定）
包山嘉年華2023

5月3日至5日
第五十五屆亞太經合組織中小企業工作
小組會議及相關活動

6月13日至18日
FIVB世界女排聯賽香港2023

6月24日至25日（暫定）
2023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

7月19日至25日
香港書展

8月17日至21日
美食博覽（公眾）

9月12日至17日
2023香港公開羽毛球錦標賽滙豐世界
羽聯世界巡迴賽超級500

9月13日至14日（暫定）
第八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9月20日至10月29日
中國內地電影展2023

9月至明年1月
「凝視三星堆」（名稱暫定）

10月16日至20日（暫定）
香港仲裁周

11月6日至10日
香港法律周

11月19日（暫定）
渣打香港馬拉松2023

11月(暫定)
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

12月31日至明年1月1日
2023/24香港跨年倒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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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發局旅發局「「Hello Hong KongHello Hong Kong」」全球宣傳短全球宣傳短
片邀請郭富城片邀請郭富城、、鄭秀文和陳慧琳拍攝鄭秀文和陳慧琳拍攝。。

◆◆ 「「你好你好，，香港香港！」！」其中一項重要活動其中一項重要活動
是是「「盛事來盛事來」，」，多個大型國際會議多個大型國際會議、、展展
覽和活動都會陸續覽和活動都會陸續「「回歸回歸」」香港香港。。圖為圖為
往年渣打香港馬拉松往年渣打香港馬拉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