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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國際博覽館「始於香港．閃耀世界」暨香港回歸20周年專題系列

2017年6月28日　星期三

亞洲博覽館創紀錄  贏展覽界奧斯卡大獎
優越服務獲國際肯定  成績讓香港引以為傲

贏全球五大展覽中心
英國博覽業權威雜誌Exhibition 

News（EN）由全球展覽業協會UFI官
方合作媒體 Mash Media 發行， EN 
Awards獎項由超過25個業界獨立團體

組成遴選委員會，根據多個嚴格準則選

出，包括世界各地的博覽場館如何協助

國際展覽成功舉辦、場館設施及服務的

提升、為主辦單位及參展商引進創新的

客戶體驗、場館業務表現及增長等，並

由主辦單位推薦。

亞洲國際博覽館行政總裁哈永安

先生表示：「亞博館為首個躋身決賽的

香港代表，最後六強還包括德國、阿姆

斯特丹、新加坡、上海及阿聯酋阿布扎

比等展覽中心；而最終由亞博館在全球

多個國際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奪得殊

榮。」

哈永安：發展迅速屢創佳績
哈永安先生稱：「承蒙政府和業界

多年來的支持及信任，令亞博館發展迅

速，更成為香港首個榮膺此國際獎項之

博覽場館，彰顯香港作為世界級博覽場

館的地位，成績讓港人引以為傲！」哈永

安先生又指出，「亞博館業務發展屢創

佳績，充分得到各界肯定。」

全國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董

建華對香港取得此項大獎深感驕傲，國

際機構肯定亞博館的成就，是最好的宣

傳；候任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讚揚亞

洲國際博覽館「高瞻遠志  成就非凡」；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以「立足香港  譽滿國
際」表揚亞洲國際博覽館奪獎佳績。

帶來272億元經濟貢獻
成立了只有12年的亞洲國際博覽

館，是次贏得這個備受業界推崇的權威

獎項，可謂實至名歸。事實上，亞洲國際

博覽館恰如其名，為全球各大展覽、會

議、企業活動、運動及文化娛樂盛事提

供了一個國際平台，為香港帶來非常巨

大的經濟效益。

亞洲國際博覽館提供超過7萬平方
米租用面積，共有10個位於地面、無柱
式設計的展館，每年舉辦超過300個大
型博覽活動，吸引超過400萬人次到訪
及參觀。業務連續7年錄得雙位數百分
比的增長，在2015/16年度為本港帶來
272億元的經濟貢獻，惠及多個行業，包
括旅遊、酒店、零售、飲食及運輸。亞博

館的經濟貢獻佔大嶼山生產總值（GDP）
達9%。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李秀恒指

出，香港作為國際貿易和金融中心，很

需要會議展覽活動去推動發展，而會議

展覽活動扮演着一個可以帶動很多行業

的角色，亞洲國際博覽館為香港展覽業

作出了很多貢獻。

張家朗︰辦體育賽達國際水準

推動港珠澳一程多站博覽旅遊

一連 6天的「藍十字保險 2017亞
洲劍擊錦標賽」早前假亞洲國際博覽館

舉行，雲集了亞洲各地的頂尖劍擊運動

員，今次亦是香港首次奪得此國際級劍

擊賽事的主辦權。東道主香港隊共奪2
銀6銅，是港隊歷來最佳成績。

勇奪1銀1銅的香港劍擊新星張家
朗說，對於香港能夠舉行如此國際化的

比賽，是一件十分難得及開心的事。「有

一個國際體育比賽在香港舉行，可以讓

香港觀眾欣賞到其他國家的選手。」

張家朗坦言，起初覺得在主場比賽

是一種壓力，但慢慢變成一種動力，「因

為在場有很多香港觀眾為我加油，自己

作為香港人，其實很開心很感動。聽

到大部分觀眾都是說廣東話及喊自

己的名字，與在其他地方比賽時感

覺很不同。如果有機會，我很希望香

港可以舉辦更多類似的比賽。」

雖然今次是香港首次舉

辦相關賽事，但張家朗認為

比賽已達國際水準。「水平

甚至達到世錦賽標準，而且

整個場地的布置都很漂亮。」

他不忘勉勵一眾年青運動員，希

望他們努力及加油，不要輕言

放棄，只要努力便可以達到目

標。

國務院積極研究粵港澳大灣區城市

群發展，隨着港珠澳大橋日後通車，香

港作為大灣區面向國際的門戶，具備世

界級的專業服務和連繫全球各地的交

通網絡，以及策略性定位和聯繫人角

色，使香港成為大灣區城市接觸海外的

第一站。在未來可發展以專業服務為主

的優勢產業，將有助香港在大灣區發揮

「國家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再配合國家

「一帶一路」的發展，有助推動大灣區內

地方產業「走出去」。

實現大灣區企業合作雙贏
事實上，《香港2030+：跨越2030

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提出的「西部

經濟走廊」（包括新界西北及北大嶼

山），未來將釋放大量商業空間。由於

「西部經濟走廊」正位於大灣區策略性位

置，西連珠海橫琴、北接深圳前海，地

理位置具策略性，對香港在未來大灣區

內的定位及長遠發展定立關鍵作用，帶

動區內地區及香港未來的多元化經濟產

業發展。

香港的商界企業早已開始為大灣區

規劃做好準備，其中亞洲國際博覽館已

聯同本港酒店集團、珠海博覽旅遊業界

及當地政府部門，組成「港珠澳橋頭會

展旅遊帶」，推動一程多站的博覽旅遊

項目，勢刺激未來大嶼山及珠三角兩岸

的人流、物流及服務流，實現粵港澳大

灣區企業合作雙贏局面。

■張家朗認為香港舉辦
國際體育比賽，可以讓本
地觀眾欣賞其他國家選
手的表現。

■成立了只有12年的亞洲國際博覽
館，為香港帶來非常巨大的經濟效
益。

■哈永安表示，亞博館奪得「最佳國
際場館」大獎，彰顯香港作為世界級
博覽場館的地位。

亞洲國際博覽館（AsiaWorld-Expo）最近贏得被喻為業界奧斯卡的大
獎，為香港創下紀錄！這個全球博覽界權威大獎、由Mash Media EN Award 
頒發的「最佳國際場館」大獎（Best International Venue），印證了成立只
有12年的亞洲國際博覽館提供的服務質素，深受用家讚賞及歡迎。

■「最佳國際場館」
大獎被喻為展覽業
奧斯卡大獎。

亞洲國際博覽館在 2010 年 11
月，舉辦全城矚目的國寶級盛事「智慧
的長河：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展
覽」。這張宋代畫卷被喻為中國最珍貴
的國寶名畫之一，其電子動態版展期
為21天，共吸引了超過90萬名訪客進
場欣賞。

無柱式設計切合要求
主辦單位選擇亞博館作為這個矚

目盛會的展覽場地，證明亞博館於業

界的卓越地位。此外，這個活動亦刷新
了多項紀錄，全部60萬張門票於短短6
天內售罄。為滿足市民大眾的需求，主
辦單位額外加推 16.8萬張門票，並於
9小時內悉數沽清。換言之，這個國寶
級展覽創下本港單一活動銷售門票總
數、單日及每小時最高售票量紀錄；另
外更有近20萬名學生和社福團體成員
免費參觀。

這張電子動態版畫卷在 2010年
於上海世博會展出後，首度再作公開

展出。亞博館是香港唯一能符合這次
展覽所有要求的場館，當中無柱式設
計正切合展示巨型電子畫卷的空間要
求，加上地理位置四通八達，並具備管
理大型活動的豐富經驗，完全符合大
會要求。

展出動態版《清明上河圖》
逾90萬人進場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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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亞洲國際博覽館榮
膺最佳國際場館大獎，

實至名歸。

李國棟醫生
智經研究中心主席

亞洲國際博覽館卓越表現備
受國際推崇，首獲殊榮為港爭
光，正值香港回歸二十載，願
亞博館繼續閃耀香江，攜手綻
放異彩。

李鄭錦芬
團結香港基金總幹事

創新共贏
展香港姿釆

黃進達
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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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澤旅業

Dr Allan Zeman
Chairman of 
Lan Kwai Fong 
Group

Congratulations to AsiaWorld-Expo who 
took home the"Best International Venue" trophy. 
We have seen the change and improvement they 
made since its inception in 2005. This is a well-
deserved recognition. I am sure things will only 
get better.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more good 
news from AsiaWorld-Expo.

PDG Kenneth 
K. T. Chan
Past District Governor,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AWE's staffs have served us for more than 
10 years with great services, and excellent 
follow up. The venue is well suited for large 
events, such as those hosted by our Lions Clubs. 
AWE’s professional staffs and exceptional 
venue earned this well deserving award. I hope 
it will give AWE the momentum to strive for 
even higher levels of excellence.

陳智思
候任行政會議召集人

高瞻遠志
成就非凡

熱烈恭賀亞洲國際博覽館勇奪
「最佳國際場館」及「卓越成就
大獎2017──最佳會議場地」
兩項大獎，閃耀國際，為香港
博覽業寫下新一章！

董建華
全國政協副主席、 
前行政長官

祝賀亞博館榮膺「最佳國際場地」大獎，
成就備受肯定，實為香港驕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