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業資訊 香港旅遊發展局年報 2017/1888

企業資訊

企業管治 
旅發局是政府資助機構，致力奉行高水平的企業管治常規，提高營運和財務範疇的透明度。旅發局年內嚴格

遵行所有適用規例及程序，在日常運作中均保持最高誠信標準。 

架構及管理 

旅發局的組織及成員
 

旅發局共有20位成員，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委任，並廣泛代表旅遊及其他不同的界別，包括客運商、

旅館營運人、持牌旅行代理商、旅遊經營商、零售商及食肆營運人等。

全體成員組成一個監管旅發局的組織，有權行使《香港旅遊發展局條例》賦予的一般權力，並獲授權委任不同

的委員會，監督旅發局不同範疇的工作，及就與委員會職責相關的企業管治事宜向旅發局提供建議。各委員會

的資料詳載如下。

市場推廣及業務發展委員會 

委員會就旅發局的市場推廣方向及業務發展提供策略和意見，檢討全年業務計劃草擬本，就新的市場推廣方向

和契機、國際市場發展的趨勢對香港旅遊業的影響，及改善旅發局對外溝通及與業界關係上的策略提供建議。

委員會每年開會四次，如有需要亦會召開特別會議。委員會由一位主席和七位旅發局成員組成，並由策略籌劃

及研究總監擔任秘書。

產品及活動委員會  

委員會就產品及活動的發展策略提供意見，評估個別項目是否能協助達至由市場推廣及業務發展委員會為旅發

局制定的整體市場推廣方向。委員會就新旅遊產品和基建設施的發展，提供策略意見和建議，並據此審議和批

核產品及活動策略綱領。此外，委員會又審批大型活動的概念和推行方案。委員會每年開會四次，如有需要

亦會召開特別會議。委員會由一位主席和八位旅發局成員組成，並由節目及旅遊產品拓展總經理擔任秘書。 



企業資訊 香港旅遊發展局年報 2017/18 89

財務及編制委員會  

委員會負責檢討和確認有關財務的事項，包括財務政策、管理監控、經審核年度賬目及關乎旅發局長期財務承

擔的事項，如辦公室租約等。委員會又負責檢討和確認員工規劃、人力資源政策、聘用條款及條件、高級管理

職位的增刪，以及高級行政人員的晉升。委員會每年開會四次，如有需要亦會召開特別會議。委員會由一位主

席和五位旅發局成員組成，並由人力資源及行政總經理擔任秘書。

稽核委員會  

委員會就旅發局運作的成效和效率，以及內部監控是否充足，向旅發局成員提供建議。委員會獲授權調查屬其

職權範圍內的任何事宜，並負責檢閱及確認周年審核計劃以確保其涵蓋重要的業務運作、檢討內部及其他相關

機構審查所得的結果和建議及其執行情況。同時，委員會亦會預先審閱經審核的周年財務報表，以供各成員審

批。委員會每年開會三次，如有需要亦會召開特別會議。委員會由一位主席和七位旅發局成員組成，並由稽核

總監擔任秘書。

優質旅遊服務委員會  

委員會負責監管「優質旅遊服務」計劃，並就「優質旅遊服務」計劃的發展，向旅發局成員提供意見。委員

會亦負責審批「優質旅遊服務」計劃的評審準則、規則、投訴處理機制和收費政策。委員會每年開會兩次，

如有需要亦會召開特別會議。委員會由一位主席、六位旅發局成員及四位業界成員組成，並由業務拓展總經

理擔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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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發局成員會議出席率 
 
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年度 

旅發局成員 旅發局會議

市場推廣
及業務

發展委員會 
產品及

活動委員會
財務及

編制委員會 
稽核

委員會
優質旅遊

服務委員會

林建岳博士
（主席） 7/7 2/2*

黃智祖先生
（副主席） (i) 7/7 7/7 5/5 4/4 3/3 2/2

梁偉賢爵士 (ii) 3/4 3/3

麥華章先生 (iii) 4/4 2/3 3/3

葉詠詩女士 4/7 3/5

陳子政先生 7/7 3/3*

施南生女士 3/7 2/5

周允成先生 5/7 3/5 2/2

那巴利先生 2/7 4/7* 1/3

龐建貽先生 6/7 4/5* 2/2

譚允芝女士 4/7 4/4* 1/2

陳覺威先生 7/7 6/7 3/4

唐偉邦先生 7/7 6/7 2/4

楊碧瑤女士 5/7 2/5 2/2

胡文新先生 7/7 3/5 2/3

余葉嘉莉女士 6/7 3/4 3/3

楊美珍女士 5/7 4/7 1/3

黃進達先生 5/7 6/7 2/2

沈朝生先生 7/7 5/5 2/3

方舜文女士 5/7 3/7

梁宏正先生 (iv) 2/3 不適用# 2/2

郭艷明女士 (iv) 2/3 2/2 不適用~

(i) 黃智祖先生於2018年2月20日接替朱曼鈴女士出任旅遊事務專員和香港旅遊發展局副主席。
(ii) 任期於2017年10月31日後屆滿，此前同時出任產品及活動委員會主席一職。
(iii) 任期於2017年10月31日後屆滿。
(iv) 任期由2017年11月1日起生效。
* 委員會主席（截至2018年3月31日）。
# 於2017年11月23日獲委任為產品及活動委員會成員，該委員會於2017年11月23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間並沒有召開會議。
~ 於2017年11月23日獲委任為財務及編制委員會成員，該委員會於2017年11月23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間並沒有召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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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監控及遵規 

旅發局成員的職責之一是確保內部監控系統和程序合乎滿意水平而且行之有效。這些程序是為合理保證管理層

推行的政策得以遵循、資產得以保障、日常運作暢順而有效率、防止及偵察不當行為和謬誤、編製準確完備的

會計賬目，以及確保財務資料能適時備妥。旅發局設有匯報機制，可向旅發局成員或有關委員會報告重大違規

情況及相應的跟進行動。內部法律顧問亦會定期檢討旅發局遵守與其相關法例的情況。

稽核部屬獨立部門，負責評估內部監控是否足夠及有效。部門每年制訂審核計劃，審閱各部門和全球辦事處的

財務、運作及遵規監控。稽核部在根據稽核規章履行其職責時，有權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況下取得所需資料及

聯絡有關人員。稽核總監除向總幹事匯報外，並可直接與稽核委員會及其主席接觸，以確保其工作的獨立性。

除內部稽核外，旅發局亦聘用獨立核數師進行法定審核。稽核委員會最少每年一次在旅發局管理層避席的情況

下與獨立核數師會面，及在展開法定審核前與獨立核數師討論審核的性質與範圍。

管理層 

在現行架構下，旅發局透過以下部門推行各項業務和活動：

 • 業務拓展部

 • 企業事務部

 • 企業服務部

 • 節目及旅遊產品拓展部

 • 人力資源及行政部

 • 稽核部

 • 市場推廣部

 • 會議展覽及郵輪業務部

 • 策略籌劃及研究部

 • 全球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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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訊 

香港旅遊發展局  

香港旅遊協會（旅協）於1957年成立，是政府資助的法定機構，並於2001年4月1日改組為香港旅遊發展局（旅

發局）。旅發局是根據香港法例第302章《香港旅遊發展局條例》成立的法定機構，其與前旅協不同，不再沿

用會員制度，與業內任何界別或組織亦無從屬關係，能更有效地為本港整體旅遊業提供支援和服務。

主要職能及使命  

旅發局的主要職能是在世界各地宣傳和推廣香港為旅遊勝地，以及提升旅客在香港的旅遊體驗，更就本港旅遊

設施的範疇和質素，向政府和有關機構提供建議。

旅發局的使命是要盡量提升旅遊業對香港社會及經濟的貢獻，並致力鞏固香港作為別具特色和令人嚮往的世界

級旅遊點的地位。

工作目標

《香港旅遊發展局條例》為旅發局訂定六項工作目標：

 • 致力擴大旅遊業對香港的貢獻；

 • 在全世界推廣香港為亞洲區內一個具領導地位的國際城市和位列世界級的旅遊目的地；

 • 提倡對旅客設施加以改善；

 • 在政府向公眾推廣旅遊業的重要性的過程中給予支持；

 • 在適當的情況下支持為到訪香港旅客提供服務的人士的活動；

 • 就促進以上事宜所採取的措施向行政長官作出建議及提供意見。

 
人力資源
 
於2018年3月31日，旅發局員工編制共377人，其中派駐香港以外共131人。旅發局期望僱員擁有高度誠信，因

此透過舉辦培訓課程及簡報會，讓僱員熟悉行為守則的指引和程序。僱員手冊亦就員工操守訂定詳盡和特定的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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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角色及業界功能 
 
旅發局透過參與以下策略工作小組及會議，與旅遊業相關界別及政府有關部門緊密聯繫：

 • 元創方諮詢委員會

 • 郵輪業諮詢委員會

 • 旅行代理商諮詢委員會

 • 亞洲展覽會議協會聯盟

 • 航空發展與機場三跑道系統諮詢委員會

 • 職業訓練局中華廚藝學院訓練委員會

 • 香港旅遊業議會購物事宜委員會

 • 運輸署的士服務質素委員會

 • 亞太旅遊協會執行理事會

 • 香港藝術節協會執行委員會

 • 香港旅行社協會執行委員會

 • 香港展覽會議業協會執行委員會

 • 香港品牌發展局

 • 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

 • 香港貿易發展局

 • 職業訓練局酒店業、飲食業及旅遊業訓練委員會

 • 香港旅遊業議會來港旅遊委員會

 •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 香港旅遊業議會內地來港旅行團事務委員會

 • 香港總商會零售及旅遊委員會

 • 戶外燈光專責小組

 • 香港註冊導遊協會 

 • 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業跨界別督導委員會

 • 旅遊業策略小組

 • 經濟發展委員會轄下會展及旅遊業工作小組

 • 香港旅遊業議會旅遊業培訓基金培訓項目資助計劃評審委員會

 
此外，旅發局又與以下機構合作，為旅遊業和相關行業作出貢獻：

 • 粵港澳旅遊推廣機構

 • 亞太旅遊協會

 • 世界旅遊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