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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贸 iapm商场 潮流品牌中国超大旗舰店、大中华区首店纷纷入驻、开启时髦收获季
重磅礼遇团购迎国庆 「潮力启航」时尚季 正式启幕
180° 环拍大片 引领“时尚× 艺术× 可持续”跨界新浪潮

新鸿基地产代理执行董事冯秀
炎表示：“一直以来，iapm 商场旨
在引领国际化质量生活风潮，带来
顶级商业理念的同时，也希望为消
费者传递正能量的价值观。本次
「潮力启航」时尚季是借由先锋新
潮的艺术方式和可持续时尚态度，
打造一个‘时尚× 艺术× 可持续’
共存的商业空间。透过互动装置、绿
色影像、环保知识等艺术表现形式，
唤醒大家对自然共处及生态平衡的

思考。本次艺术季也联袂场内多家
国际时尚大牌一起玩转型格云秀
场，令申城顾客宛若亲临 2021 秋
冬秀场。十一前夕，国际知名奢侈品
牌 Balenciaga 复式旗舰店、Acne
Studios 最 大 旗 舰 店 、&Other
Stories 中国首店、瑞士高端巧克力
Laderach 大中华区首店等众高端
潮流新店及人气品牌相继入驻 i-
apm 商 场 ，Versace、Alexander
McQueen 等国际潮流品牌也以全

新面貌重装开业。”
环贸 iapm商场租务部副总经

理冯志莹续说：“本次「潮力启航」
时尚季，顾客在 iapm商场逛街购
物的同时也可以通过超大 LED 屏
近距离感受「无·境」云秀场带来的
震撼，邂逅极具科幻色彩的「追·
光」艺术空间开启环游之旅，还可
以在「环·旅」乐拍站感受 180°
3D环拍的乐趣，收获充满质感的极
地之旅大片。国庆小长假期间，i-
apm 还将携手场内四十多家时尚
潮流品牌带来 < 国庆潮流狂欢购
>超值团购，激发市场活力。”
环贸 iapm商场推广总监李少

芬补充：“在九、十月期间，商场将
与多家租户联合打造系列品质沙
龙，为尊贵的会员带来多元化社交
体验，欢迎 SHKP i club 会员加入
On 欢乐夜跑感受运动的活力，参

与创意无限的 GODIVA 巧克力课
堂和 LEGO拼搭俱乐部，在亮视点
爱眼沙龙感受绿色生活的惬意。时
尚季活动期间，iapm 还将为 i

club 会员带来多重购物惊喜，开启
时髦收获季。”

国庆潮流狂欢购 秋冬潮物 68 折

2021 年 10 月 1 日，iapm 商
场将携场内逾 40 家潮流时尚品牌
于大众点评共同开启“国庆潮流狂
欢购”超值团购，隆重推出 68 元抵
100元 <iapm潮流代金券>。国庆
小长假期间，消费者除了可以在
LOOKNOW、Exception+ 方所焕
新秋日衣橱，于中国李宁、MLB打
造 街 头 Style， 在 POLA、mtm
labo享受尊贵护肤体验，于 POP-
MART、52 Toys、LEGO体验潮玩
乐趣，亦可和 FITURE 一起引领健
康生活新风潮，或是至 Kidsland、
Yee HOo选购儿童佳礼，在 city’
super享受高阶生活品味。（广告）

金秋时节，环贸 iapm商场特别打造「潮力启航」时尚季，携众多国际时装
大牌及著名插画艺术家 Dawn Oman 开启秋日出行新体验， 以多元艺术形
式及潮流合作诠释“时尚艺术×可持续”跨界多元新浪潮，将先锋、潮趣的艺
术空间，融入高科技新媒体视觉互动装置，一起横跨绮丽的极地梦幻冰川，
探索广阔世界的神秘魅力，邂逅各大品牌秋冬超 in的云端秀场。通过时尚云
秀场、沉浸式互动、艺术空间等多角度诠释时尚、新颖的购物体验，与魔都消
费者共同开启秋日假期「潮力启航」之旅。

未来发展空间不可限量，香港特区政府发布首份营商环境报告

重回正轨的新香港营商环境优势突出
据新华社香港 9 月 27 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 27日发布《香
港营商环境报告：优势独特 机遇
无限》指出，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
和完善选举制度，有力维护香港社
会稳定和营商环境。香港营商环
境重回正轨，优势突出，未来发展
空间不可限量。

作为香港回归以来发布的首
份营商环境报告，整份报告共 68
页，分为 5 个部分。报告引言指
出，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香港
长期保持有利营商的制度优势；第
一章讲述“修例风波”和美国遏华
战略对香港经济和营商环境造成
严重负面影响；第二章讲述制定实
施香港国安法及落实“爱国者治
港”原则，有力维护了香港社会稳
定和营商环境；第三章讲述香港营
商环境重回正轨，优势突出，未来
发展空间不可限量；结语通过列举
客观事实，充分证明香港社会经济
雄厚的底子和强大的韧性，以及香
港营商环境的优越性。

报告指出，香港在“一国两
制”下的制度优势尤其明显。“修
例风波”、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香港的政治
打压，对香港经济一度带来打击。
现在香港疫情趋于平缓，加上“十
四五”规划为香港带来无尽的新
机遇，正是时候再次检视香港营商

环境，及时做好准备，搭上国家高
速发展的列车，将香港经济推上更
高的台阶。
报告指出，香港的司法机构独

立、优质且具高透明度，备受国际
社会尊重。使区内外投资者对香港
充满信心。自香港回归以来，香港
在法治和司法独立相关的国际排
名一直位居前列，相关指标均能保
持高位并且进步，在很多不同范畴
媲美甚至超越其他普通法地区。

报告指出，外国商会普遍对香
港的营商环境保持信心，而积极拓
展业务的海外企业亦对国家“十四
五”规划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充
满期待。美国、奥地利、英国和马来
西亚商会均认同香港仍是理想的营
商地方。今年5月的创业节，吸引了
逾百个经济体近4万名参与者。

报告提到，2021 年上半年香
港经济回升，同比增长 7.8%，失业
率也由 7.2%高位回落至 4.7%。物
业市场亦恢复活跃；金融市场形势
向好。截至 2021 年 6 月的 12 个
月，新股集资额增加超过五成，港
股成交增加近七成，资产及财富管
理业的管理资产上升两成，债券市
场的国际债券发行量居亚洲之首。

报告强调，有着国家“十四
五”规划赋予的独特定位，加上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带来的无限机遇，
将给享有“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
香港提供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7 日电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

人 27 日发表谈话表示， 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 27 日发布的 《香港营
商环境报告 ： 优势独特 机遇无

限》，有力驳斥了美国所谓“香港商
业警告 ”的污蔑抹黑 ，全面展示了
香港由乱转治之后的良好营商环

境和光明发展前景，将有助于国际
社会了解香港真实情况，增强对香
港信心。

发言人指出， 报告叙述的事实
充分说明， 美国反华势力是香港营

商环境的最大破坏者。 在美国等外
部势力的怂恿支持下， 香港反中乱
港分子策动 2019 年 “修例风波”并
将其演变成“黑暴”动乱，严重践踏
香港法治，危害国家安全，损害营商
环境。美国为了遏制打压中国发展，
大打“香港牌”，一方面罔顾事实、颠
倒黑白， 竭力诋毁攻击旨在拨乱反
正的香港国安法， 并蛮横地对香港
实施无理制裁， 另一方面又肆意造
谣抹黑香港营商环境， 唱衰香港发
展前景， 甚至对在港经营的跨国企
业进行恐吓施压。 美方的所作所为
十分卑鄙，令世人不齿。

发言人表示， 中央政府始终是
香港营商环境的坚定维护者。 制定
实施香港国安法、 完善香港选举制
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都是为
了让香港能够恢复良好秩序、 重回
发展正轨，从而使“一国两制”方针
得以全面准确实施， 使香港市场和
投资环境得到切实维护， 使各国投
资者在港合法权益得到更好保护。
报告生动显示， 香港国安法实施以
来，社会迅速安定，政府治理效能提
升，经济表现改善，金融市场稳中向
好， 国际机构及商界对香港营商环
境评价正面积极。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

有力驳斥了美国所谓“香港商业警告”的污蔑抹黑

据新华社香港 9 月 27 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 27 日发布《香港
营商环境报告： 优势独特 机遇无

限》，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
表示，这份报告以全面的内容、翔实
的数据、无可辩驳的事实展现了香
港良好的营商环境，是香港强有力
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真实写照，

是对美西方恶意唱衰香港营商环境

的有力回击， 是国际商界在港投资
兴业的强心剂。

发言人指出， 香港优良营商环
境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 现实优势
和未来潜力。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
拥有自由港、金融系统稳健、资本自
由流动、人才资源丰富、良好法治环
境等优势， 将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发

挥独特作用。近期落地的“跨境理财
通” 等政策凸显中央政府对香港的
大力支持，国家“十四五”规划实施、
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前海、 河套等
重大平台建设将给香港带来更大的

发展机遇。历尽风波任启航，各种时
代机遇在此共振汇合， 将赋予香港
不可限量的发展空间、 更加光明的
发展前景。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可动摇 唱衰恐吓注定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