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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宣布取消「 3+4」入境檢疫安排，並改為「 0+3」逐

步實現「零隔離」，這對於恢復香港與國際接軌，重新發揮香港

「聯通世界」的獨特地位和優勢至關重要。香港長期實施入境檢

疫安排，導致大量商貿、會議展覽活動離開香港。現時隨著入境

限制逐步放寬，特區政府必須急起直追，重振香港「聯通世界」

的地位和優勢。  

香港是國際會議展覽中心，也是國家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

中央一直重視香港「聯通世界」的獨特地位和優勢，香港推行入

境檢疫「0+3」並將進一步放開入境檢疫限制，預期將會吸引大批

海外人士來港進行商貿活動，大型會議展覽亦陸續恢復舉行。經

民聯建議積極推動香港與內地在會議展覽業上的協作，共同舉辦

大型論壇、展覽會等，例如，一些與創新科技及新興產業相關的

論壇，可設立香港分場，發揮香港國際會議中心的優勢，與內地

大型會議展覽產生協同效應，以香港所長，為國家招商引資，助

力國家對外開放，亦可鞏固香港國際商貿中心地位，並為香港消

費市場注入活水，提振香港經濟。  

我們同時建議：  

 訂立香港復常通關路線圖，以實現「 0+0」、「零隔離」為



 

目標，逐步取消各項入境限制，並且提供明確的復常路線圖，以

提升國際社會對香港復常的信心。  

 爭取國家部委支持，推動更多內地企業來港參加國際展覽

和會議。  

 設立「商務旅客資助計劃」，向特定目標市場（例如粵港

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市場）的境外買家和參展商贈送機票和

高鐵車票，同時提供酒店房租等補貼資助，以吸納商務旅客來港。  

 延長「會議展覽業資助計劃」，同時優化計劃，提高資助

比例及範圍，加大力度支援業界。  

 設立「特別通道」，爭取盡快與內地恢復「點對點」免檢

疫通關，初時可設立配額制度，以大灣區作為起點，讓商務人士、

有恩恤需要人士往返內地，同時配額要有合理分配，確保兼顧不

同行業的需要。  

 爭取內地大幅增加「健康驛站」名額，讓更多市民可以返

回內地。  

 盡快恢復與內地之間的個人和團隊旅遊，並考慮特設大灣

區旅遊通關名額或「旅遊氣泡」，容許已接種三劑新冠疫苗至少

14 日的人士，乘搭旅行社安排的專車，點對點來往指定旅遊景點，

恢復兩地旅客往來，幫助旅遊業復甦。  

 善用香港工商界力量，加強國際宣傳。  

 

 

 

 



 

一、爭取與內地合辦大型論壇、展覽會  

 

1、香港會展業面對競爭對手嚴峻挑戰，必須設法急起直追。  

特區政府取消「 3+4」入境檢疫安排，並改為「 0+3」逐步實

現「零隔離」。這對於重振香港經濟、重新發揮香港「聯通世界」

的獨特地位和優勢至關重要。但同時，相比新加坡、日本等地，

香港現時的隔離措施仍然較嚴，直接影響商貿旅客來港意欲。  

在嚴厲的隔離措施之下，已經令到不少國際展覽、貿易展等

移離香港。據特區政府估計，由 2020 年 2 月起，香港有超過 200

個展覽需要延期或取消，部分大型國際會議則轉為在網上舉行。

今年已經有至少 7 個大型國際貿易展取消在香港進行，包括香港

主辦多年的 JGW 珠寶展的主展覽、國際遊樂園及景點協會（ IAAPA）

亞洲博覽會、亞太區美容展、亞太區國際葡萄酒及烈酒展覽會

（Vinexpo Asia）、亞洲海鮮展、亞太區皮革展、亞洲國際果蔬展

覽會等，分別轉到新加坡、阿聯酋迪拜及泰國曼谷舉辦。至於原

定 3 月在香港舉行、亞洲最大型科技界盛事 RISE 科技峰會，亦因

疫情不穩及防疫措施限制而押後至 2024 年 3 月舉行。  

香港是全球第六大商品貿易經濟體系，位處亞洲中心位置，

對外航空聯繫十分完善，參展商及買家進入香港均非常方便，因

而成為舉辦國際會議和展覽的理想地點，近年更已發展成區內首

要的會議展覽中心。在 2019 年，香港就舉辦了逾 100 項展覽，吸

引超過 160 萬名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MICE）的海外過夜旅客

來港參加。香港每年主辦 30 多項大型展覽會，其中 11 項是相關行

業在亞洲最大的採購平台，而電子、珠寶、禮品、鐘錶及燈飾 5



 

項展覽會，規模更是全球最大。這些展覽會共吸引約 39,000 個參

展商及超過 750,000 名買家來港參加。此外，會議展覽業亦為香港

內需消費市道帶來大量高質素客源，為內需經濟提供了巨大的活

力。  

然而，近年在疫情之下，香港長期實施入境隔離措施，這對

於「食四方飯」、「聚四方財」的香港經濟而言是一大重創，對

於香港的會議展覽業更造成沉重打擊。2020 年及 2021 年香港旅遊、

會議及展覽服務業務收益指數分別按年大跌 87%及 18%。經濟學人

智庫（EIU）今年 4 月發表的「亞洲旅遊準備指數 2022」報告亦顯

示，香港在亞洲經濟體旅遊業具備復甦條件的排名更加排在最

末。  

在隔離政策之下，不少海外買家都不願在酒店隔離，因而拒

絕來港，大型展覽主辦單位為了方便買家，於是紛紛改到其他沒

有隔離的城市舉行，香港國際會議展覽中心地位正面對前所未有

的挑戰。現在借著政府逐步放寬入境限制，特區政府更要急起直

追，為會議展覽業注入更大動力，重振香港「聯通世界」的角色

和地位。  

 

2、與內地合辦大型論壇、展覽會，服務國家所需。  

現時能夠盡快重振香港國際會議展覽中心地位的辦法，就是

在為旅客提供更大便利的同時，積極舉辦更多國際性論壇、展覽

和大型會議。其中，特區政府應主動舉辦更多旗艦會議展覽，探

索聚焦不同的新興產品和服務範疇，例如「一帶一路」基建、醫

療健康和生物科技、綠色碳排放交易等。同時，也應積極與內地



 

協商，合辦大型論壇、展覽。  

根據資料顯示，北京、上海、廣州及深圳今年內有接近 160

個展覽已經或將會延期、取消，有的移師至其他城市舉行，有的

尚未公布最新舉行日期。同時，自 2020 年疫情爆發以來，作為內

地出口貿易「寒暑表」之一的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廣交會），

除去年秋季外，其餘 4 屆均只安排線上展覽。中國（上海）國際

技術進出口交易會（上交會）原定於 4 月舉行，亦宣布因應疫情

延至明年舉辦。原定於 9 月舉行的內地重要經濟論壇陸家嘴論壇，

亦在開幕前夕宣布推遲舉辦。而作為國家創新科技重鎮的深圳， 6

個原定於 8 月同期舉辦的創科展覽及論壇亦宣布延期，包括深圳

國際 3D 列印產業展覽會，深圳國際 3C 自動化裝配及測試展覽會，

深圳國際移動消費電子及科技創新展覽會，深圳國際機器視覺展

覽會暨工業應用論壇，深圳國際工業自動化及機器人展覽會，深

圳國際連接器、線纜線束及加工設備展覽會等。  

作為商務展覽，網上舉行始終難與實體相比，業界都表示，

網上展覽對宣傳產品有一定幫助，但要「傾得成」生意，始終要

靠實體展。因此，對國家而言，舉辦實體展覽才可真正發揮振興

經濟作用，香港在這方面可以發揮國際會議展覽中心的地位，與

內地合作續辦這些重要論壇，真正發揮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  

中央一直重視香港的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香港推行入境檢

疫「0+3」，預期將會吸引大批海外人士來港進行商貿活動，大型

會議展覽亦陸續恢復舉行。建議爭取中央支持，並積極與相關部

委磋商協調，兩地合辦大型論壇、展覽會、國際會議，用好香港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雙接軌」優勢。  



 

 

以創科、新興產業、商貿類展覽及論壇為主。  

建議爭取中央安排一些與創新科技及新興產業相關、且尚未

公布最新舉行日期的內地展覽及論壇，與香港聯合舉行，例如設

立香港實體分場，與內地線上主場相結合，包括深圳原定於 8 月

同期舉辦的 6 個創科展覽及論壇等，既可為有關活動提供實體分

場，又為香港會展業帶來更多客源，並配合中央在「十四五」規

劃中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定位。其他如廣交會、

上交會、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進博會）、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

果交易會（高交會）、中國——東盟博覽會（東博會）等內地大

型會議展覽，特區政府亦可爭取安排在香港舉行特別展覽、國際

專場等，以吸引海外人士來港參與，為國家引商引資。  

 

服務國家「雙接軌」戰略，為國家作出更大貢獻。  

兩地共同協作舉辦大型論壇、展覽會，不但可以為香港經濟

注入活力，對國家的對外開放也有直接助益。早前第七屆「一帶

一路高峰論壇」成功舉行，論壇匯聚了 82 位「一帶一路」沿線及

相關國家和地區的主要官員及商界翹楚，還有來自全球的投資項

目擁有及營運者、投資者及服務供應商，超過 19,000 人線上線下

參與峰會，共同探討共建「一帶一路」帶來的龐大商機。與會者

除了聽取嘉賓們就共建「一帶一路」建設的精闢發言之外，更通

過論壇建立商貿聯繫，洽談投資及合作。一連兩日的論壇取得了

豐碩的成果，共洽談了 281 個專案，充分顯示香港在國家「外循環」

中的重要角色。由香港與內地協作舉辦更多大型國際論壇，將可



 

進一步發揮香港的功能，為國家作出更大貢獻。  

 

二、推動「內外聯通」的其他建議  

 

1、訂立香港復常通關路線圖，以實現「 0+0」、「零隔離」為目

標。  

香港目前正逐步放寬入境限制，這是大勢所趨。但同時，國

際競爭激烈，各個國家及地區為了在疫後復甦搶佔先機，都在快

速推進「全通關」，香港放寬步伐愈遲，競爭優勢必將不斷削弱，

一些企業及展覽撤出香港後，更可能在未來一段時間都不會再回

來。所以，特區政府在抗疫與復常方面，必須作出更好的平衡，

既要控制好疫情，更要加快復常步伐，讓國際社會看到香港的復

常路線圖。  

建議特區政府訂立復常通關路線圖，在穩控疫情的前提下，

逐步推進「零隔離」，並最終實現「 0+0」為最終目標，取消各項

入境限制，以提升國際社會對香港復常的信心。  

 

2、爭取國家部委支持，推動更多內地企業來港參加國際展覽和會

議。  

香港推行入境檢疫「 0+3」，預期將會吸引大批海外人士來港

進行商貿活動，大型會議展覽亦將陸續恢復舉行。建議爭取國家

部委支持，鼓勵及推動更多內地企業來港參加國際展覽和會議，

利用香港國際會議展覽平台，一方面助力內地企業開拓海外市場，

另一方面協助引進全球商品，滿足內地市場需要。  



 

 

3、設立「商務旅客資助計劃」。  

機管局在 2020 年向航空公司購入 50 萬張機票，建議善用有關

機票，向特定目標市場，例如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市場

的境外買家和參展商贈送機票和高鐵車票，同時提供酒店房租等

補貼資助，以吸引商務旅客來港。特區政府可主動與業界攜手，

為參與商貿展覽的旅客提供更多優惠，向國際社會展示香港好客

一面，重建香港的國際形象。  

 

4、優化「會議展覽業資助計劃」，提高資助比例及範圍。  

延長「會議展覽業資助計劃」申請期最少 1 年至 2023 年 12

月（目前計劃將於 2022 年 12 月底完結），或是直到現有撥款用盡

為止；同時優化計劃，包括提高資助比例至 100%、提高資助上限，

並擴大參展商資助範圍至貿發局以外其他機構舉辦的展覽和會議，

以及海外展覽和會議，加強支援業界。  

 

5、設立「特別通道」，爭取盡快與內地恢復「點對點」免檢疫通

關。  

初時可設立配額制度，以大灣區作為起點，讓商務人士、有

恩恤需要人士往返內地，同時配額要有合理分配，確保兼顧不同

行業的需要。  

 

 

 



 

6、爭取內地大幅增加「健康驛站」名額，讓更多市民可以返回內

地。  

現時經深圳灣口岸由香港入境深圳，須先網上預約「健康驛

站」以完成 7 日強制檢疫。但由於驛站名額有限，預約困難，不

少計劃北上市民等待多月仍一位難求，行程大受延誤。此外，深

圳方面近月更一度將名額削減至每日 1,000 個，最新雖然回升至

1,500 個，但遠未滿足港人的需求。  

目前香港每日新增確診數字呈下降趨勢，大大減低深圳方面

的防疫壓力，「健康驛站」名額有條件再度增加。建議特區政府

爭取國家衛健委支持，與深圳當局對接磋商，在穩控疫情的前提

下，逐步增加驛站名額，讓更多市民可以返回內地。  

 

7、盡快恢復與內地之間的個人和團隊旅遊。  

設大灣區旅遊通關名額或「旅遊氣泡」，容許已接種三劑新

冠疫苗至少 14 日的人士，乘搭旅行社安排的專車，點對點來往指

定旅遊景點，恢復兩地旅客往來，幫助旅遊業復甦。  

 

8、善用香港工商界力量，加強國際宣傳。  

善用香港工商界力量，與官方共同致力在疫後加強對歐美政

商界的宣傳推廣，重新講好香港故事，向國際社會重新推廣香港

的經貿角色和地位，爭取他們以正面態度建立與特區的經貿關係，

促進雙方理解。  

此外，重塑香港定位，制定新時期的推廣訊息、系統化地開

展全年海外推廣活動、邀請不同商會及各行業的精英參與。例如



 

以香港團隊（Team HK）模式出訪主要海外市場，會見當地商界領

袖介紹香港近況、發展前景、重點推廣最符合他們利益的大灣區

和內地機遇等。  

推出針對全球商界領袖及有影響力人士的遊說工作，例如通

過政府新聞處的「貴賓訪港計劃」，邀請重要國家的商會、商界

人物及主要媒體來港；與當地商會和相關組織加強合作，介紹香

港優勢，傳遞正面訊息。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