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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啟德郵輪碼頭慶祝2018年屢創輝煌里程碑 

 

（2019年2月1日，香港）- 香港啟德郵輪碼頭之管理及營運商環美郵輪碼頭，於

2018年屢創重大的里程碑。2018年6月，環美郵輪碼頭踏入營運5周年，並於9月

23日隆重慶祝第二百萬位旅客登岸。 

 

 

環美郵輪碼頭於 2018 年獲得多項輝煌殊榮。2018 年 8 月 29 日，環美郵輪碼頭

獲 Asia Cruise Leaders Network 亞洲郵輪領袖平台頒發「2018 年亞洲最佳郵輪母

港」的殊榮；6 月 22 日，榮獲香港運輸物流學會（CILTHK）頒發兩年一度、堪

稱是香港運輸及物流業界最權威性的認可的「中小企業組卓越服務獎」；11 月

15 日，獲得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港口服務網絡頒發「2018 年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綠

色港口獎」；及後，又於 11 月 1 日獲中國郵輪遊艇協會所頒發的「郵輪碼頭服

務好評大獎」。最後，環美郵輪碼頭亦更榮獲「2018 年無障礙友善企業」肯

定，成為香港獲得該項肯定的 7 間企業/機構的其中之一。 

 

環美郵輪碼頭所取得的斐然成績並不只於此。2018 年 3 月，環美郵輪碼頭於單

月內合共為 6 艘首航的郵輪提供停泊服務（3 月合共為 22 艘郵輪提供停泊服

務）。2018 年 6 月 15 日，環美郵輪碼頭同時接待兩艘超級郵輪停泊，一天內的

乘客吞吐量高達 15,307 人，突破該公司於 2017 年 10 月 29 日創下的 13,327 人單

日乘客吞吐量，再一次為本港郵輪業界創下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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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3日慶祝第二百萬位乘客登岸 

 

環美郵輪碼頭於2018年9月23日世界夢號郵輪的回航停泊中，隆重慶祝第二百萬

位旅客的蒞臨。 

 

環美郵輪碼頭董事總經理班智榮先生興奮地表示：「啟德郵輪碼頭於2017年6月

慶祝第一百萬位乘客登岸。事隔不久，我們便又於2018年9月迎接第二百萬位郵

輪乘客的蒞臨。我們樂見郵輪公司的業務增長強勁，並期待在不久的將來接待

我們的第三百萬位乘客。」 

 

 

環美郵輪碼頭獲香港運輸物流學會頒發卓越服務獎 

 

環美郵輪碼頭於 2018 年 6 月 22 日榮獲香港運輸物流學會(CILTHK)頒發 2017 年

中小企業組卓越服務獎。該獎項每兩年才頒發一次，堪稱是香港運輸及物流業

界最權威性的認可。在接受該獎項時，班智榮先生表示：「環美郵輪碼頭非常

榮幸這次能獲得香港運輸物流學會卓越服務獎，並承諾將會精益求精，致力令

香港繼續在運輸及物流業上傲佔鰲頭。」 

每兩年頒發一次的香港運輸物流學會中小企業服務卓越獎採用多個指標，包括

客戶滿意度、環境管理、基礎設施、創新概念、營運效率、質量管理，以及風

險管理和控制等指標，以評估運輸及物流公司各方面的表現。每屆的得獎者，

均由香港運輸物流學會理事會代表及業界專家所組成的 5 人評審小組選出。該

獎項亦廣獲認同為香港運輸及物流業界最權威性的榮譽。 

 

環美郵輪碼頭獲頒「2018 年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綠色港口獎」 

環美郵輪碼頭贏得由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港口服務網絡頒發的重要獎項「2018 年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綠色港口獎」，並於 2018 年 11 月 15 日在新加坡舉行的

APSN 十周年慶典中，由環美郵輪碼頭總經理李志彬先生接過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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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在領獎時表示，「我們在實施綠色港口計劃方面的努力，贏得了同行和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港口服務網絡的肯定。對於這項成就，我們實在感到非常高

興與自豪！在未來的日子，我們將繼續盡一切努力，提升我們在環境保護上的

成效。」 

 

「綠色港口獎」計劃是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港口服務網絡為亞太經濟合作區域特

設的環保評核系統，是該網絡持續推動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港口業環保進程的重

要一環。 

 

環美郵輪碼頭榮獲「2018 年亞洲最佳郵輪母港」及中國郵輪遊艇協會「好評大

獎」殊榮 

在2018年，環美郵輪碼頭於亞洲多個頒獎台上盡領風騷。2018年8月29日，班智

榮先生在韓國濟州島的亞洲郵輪論壇上獲Asia Cruise Leaders Network亞洲郵輪領

袖平台頒發「2018年亞洲最佳郵輪母港」的殊榮。及後，又於11月1日在北京獲

得由中國郵輪遊艇協會所頒發的「郵輪碼頭服務好評大獎」。 

 

 

環美郵輪碼頭獲得「無障礙友善企業」認可 

 

今年3月，環美郵輪碼頭憑著為殘障人士提供無障礙設施及環境所作出的持續貢

獻而獲得肯定，並登上「2017/18年度無障礙友善企業/機構」的名單。於2017/18

年度得到認可的企業/機構只有7間，而全港亦只得34間企業/機構獲獲列入名單

，環美及啟德能佔上一席，足證一直以來所作的努力。 

 

 

啟德郵輪碼頭於2018年3月再創首航停泊數字新紀錄 

 

環美郵輪碼頭於2018年3月內合共為6艘首航的郵輪提供停泊服務，其中3次更於

短短的5天裡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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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美郵輪碼頭董事總經理班智榮先生表示: 「對於香港啟德郵輪碼頭能夠在單月

內得到不同類型及航線各異的郵輪公司選用及停泊，我們實在感到非常高興與

榮幸！這證明香港和啟德郵輪碼頭在各個客源市場和客戶群中均具有相當的吸

引力。」事實上，香港啟德郵輪碼頭於3月份內共錄得22次的郵輪停泊，當中更

包括9次的過夜停泊。 

 

 

環美郵輪碼頭於2018年6月15日刷新單日乘客吞吐量紀錄 

 

環美郵輪碼頭於2018年6月15日同時接待兩艘超級郵輪停泊（海洋贊禮號及世界

夢號），一天內的乘客吞吐量高達15,307人，突破該公司於2017年10月29日創下

的13,327人單日乘客吞吐量，再一次為本港郵輪業界創下新紀錄。對此，班智榮

先生興奮表示：「我們很高興看到我們郵輪公 司客戶以理想價格獲得非常高的

乘載率。我們的運營團隊現在經常處理單日吞 吐量達五位數字的情況。期待下

一個良機，讓我們再度創新記錄。」 

 

 

勇奪香港多項環保及企業社會責任獎項 

 

於 2018 年，環美郵輪碼頭榮獲多項本港的環境管理及企業社會責任獎項。根據

頒發的先後次序，所獲得的獎項及認可包括：社會資本動力獎（連續兩屆獲

頒）、第九屆香港企業公民嘉許計劃「傑出企業公民嘉許標誌奬」（連續三年

獲頒）、香港綠色機構認證《減廢證書》、傑出大廈能源表現認可、香港綠色

機構大獎（連續三年獲頒）、BEC 可持續消費企業獎、中銀香港企業環保領先

大奬「環保傑出伙伴奬」（連續三年獲頒）、香港環境卓越大獎（連續兩年獲

頒）、香港綠色機構認證《節能證書》、無障礙友善企業大獎、商界展關懷大

獎（2015 年至 2018 年連續四年獲頒）、可持續消費標誌，以及貼心企業大獎。

班智榮先生在獲授獎項時表示：「對環境負責及積極參與社區活動，是我們的

重要任務。我們將繼續努力並投放更多時間，為香港建設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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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盛事匯聚啟德郵輪碼頭 

 

在2018年，啟德郵輪碼頭繼續成為多個全城矚目的公共及私人活動的舉行熱點

。精彩盛事包括著名時裝及奢華品牌的推廣活動、公開展覽、慈善活動、產品

發佈及企業獎勵活動。啟德郵輪碼頭亦曾為不少電影及電視節目的製作提供絕

佳的拍攝場地。此外，啟德郵輪碼頭的駐場食府及戶外花園空間平時每月舉辦

超過20場婚禮和宴會，非常熱鬧。 

 

 

2019年發展展望 

 

隨著兩大全新交通設施港珠澳大橋和直通中國內地的高速鐵路的開通，2019年

將會是另一個充滿機遇和發展潛力的一年。港珠澳大橋的開通，將大大方便旅

客前往澳門及廣東地區作岸上觀光；而憑著行經大橋且需時少於兩小時的車程

，大部分來自珠江三角洲西面客源市場的乘客亦將可更輕鬆快捷地來到啟德郵

輪碼頭，參加郵輪旅程。另一方面，高鐵的啟用，將可以把在4個小時高鐵車程

範圍內的2.7億人口帶到香港，大幅度擴大香港的集客範圍，並進一步拓展客源

市場。 

 

— 完 — 

 

 

有關環美郵輪碼頭 

 

環美郵輪碼頭 (WCT) 負責管理和營運香港啟德郵輪碼頭 (KTCT)，並致力推廣及 

發展香港的郵輪業。環美郵輪碼頭獲 ISO9001 質量管理認證，於 2018 年獲亞洲

郵輪領袖平台頒發『2018 年亞洲最佳郵輪母港』的殊榮，獲香港運輸物流學會 

(CILTHK) 頒發兩年一度的中小企業部門卓越服務獎，勇奪 2018 年亞太經濟合

作組織綠色港口獎，於 2016 年入選為海貿 (Seatrade) 「最佳成就郵輪碼頭大

獎」的三強之一，以及於 2015 年榮獲中國郵輪遊艇協會最精細管理獎項。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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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輪碼頭一直在環境保護和企業社會責任方面不遺餘力，並廣獲各界讚揚及肯

定。啟德郵輪碼頭於 2018 年榮獲「無障礙友善企業」認可，於 2017 年海貿郵

輪業大獎中 名列「推動環保大獎」的三甲，另獲第七屆「香港傑出企業公民新

力量」、第七及第八屆「香港傑出企業公民嘉許標誌奬」、香港特別行政區

「社會資本動 力獎」、2016 及 2017 年匯豐營商新動力獎勵計劃的「綠色成就

奬」、2016 至 2018 年中銀香港企業環保領先大奬的「環保傑出夥伴奬章」，以

及連續三年的香港綠色機構認證。此外，在 2015 至 2018 年期間，啟德郵輪碼

頭更成功獲得香港環境保護署頒發室內空氣質素 (優等) 證書。 

 

位於香港的啟德郵輪碼頭傲擁多方面的優勢。優良的鐵路和航空建設，方便快 

捷地聯繫來往國內及其他主要旅客市場。一方面，香港獲全球大部份國家及地 

區給予免簽證權，鄰近其他吸引的靠港地點 ，且擁有怡人的亞熱帶氣候;另一 

方面，香港擁有多姿多采的景點，無論是市區或郊外，現代都市或歷史古蹟， 

均應有盡有，非常適合一家大小體驗，同時亦是探索精緻美食的天堂。以上種

種，都令啟德郵輪碼頭成為船隻母港及訪港的理想地點。 

 

環美郵輪碼頭利用其碼頭設施及場地每月平時舉行 20 多項活動，故獲追捧為多

項星光煜煜的私人、公眾和企業活動的熱門地點，包括時裝表演、新車發佈 、

體育活動、展覽及會議等。另外，多部本地和國際電影、電視節目和廣告製作

亦曾到啟德郵輪碼頭取景拍攝。詳情請瀏覽 

http://www.kaitakcruiseterminal.com.hk/mice-venues/。 

 

此新聞稿由環美郵輪碼頭發放，傳媒垂詢，請聯絡: 董彥德先生 

電郵地址: jtung@worldwidecruiseterminals.com.hk  

電話號碼: +852 3465-6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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