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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經貿通訊》2017年第 10期 

（2017年 10月 16日） 

~~~~~~~~~~~~~~~~~~~~~~~~~~~~~~~~~~~~~~~~~~~~~~~~~~~~~~~~~~~~~~~    

［編者按］：《港台經貿通訊》在每月中旬編製，摘錄港台兩地近期較重要的商

貿資訊，以供在台營運之港商、香港和台灣各大商會及有興趣赴港投資的台商等

參閱，並會上載至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網站（www.hketco.hk）中「經貿通

訊」欄目。 

~~~~~~~~~~~~~~~~~~~~~~~~~~~~~~~~~~~~~~~~~~~~~~~~~~~~~~~~~~~~~~~    

香港經貿資訊  

~~~~~~~~~~~~~~~~~~~~~~~~~~~~~~~~~~~~~~~~~~~~~~~~~~~~~~~~~~~~~~~    

 

1. 香港 2017年 10 月《施政報告》 

 

香港 2017 年《施政報告》於 10 月 11 日發表，題為「一起同行 擁抱希望 分享

快樂」，其中有關經濟發展的內容重點如下： 

 

 紓緩中小企稅務負擔，建議將企業首 200 萬港元利得稅率降至 8.25%，其後

利潤按標準稅率 16.5%評稅。上述較低稅率限於每個集團提名一間企業受

惠。 

 為推動企業投資科研，建議首 200 萬港元合資格研發開支獲 300%扣稅，餘

額獲 200%扣稅。 

 進一步拓展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經貿辦）網絡以加強對外推廣工作，計劃

在泰國增設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台灣一般稱為東協）第三個經貿辦。 

 繼續加強雙邊關係，包括於今年 11 月與東盟簽訂自貿協定及投資協定。與

澳門在今年內正式簽署《港澳 CEPA》的自貿協定。 

 將香港灣仔北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毗鄰的三座政府大樓拆卸重建，連結成為可

互相通達的會展新翼，新增 23 000平方米會展設施面積。 

 進一步發展旅遊業，包括發展文化、古蹟、綠色及創意旅遊，並開拓多元化

及高增值的客源市場。 

 向香港金融發展局增撥資源。香港當局帶頭在下個財政年度發行綠色債券，

推動投資者透過香港的資本市場為綠色項目進行融資。 

 研究將更多不同的投資產品納入雙向互聯互通機制，例如交易所買賣基金及

把債券通擴展至「南向通」。 

 香港金融管理局明年推出「快速支付系統（Faster Payment System）」，推動

市場進一步發展更多元化便利市民和商戶的靈活支付產品。 

 

有關創新及科技發展的內容重點則包括： 

 

 除提供稅務誘因鼓勵企業投資研發外，為大學研究資金額外預留不少於 100

億港元。 

http://www.hketco.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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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落馬洲河套地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並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創科

中心。 

 利用 20億港元的「創科創投基金」，以配對形式，與私人風險投資基金共同

投資香港科技新創企業。 

 投放 7億港元，推展協助發展智慧城市的重要基礎建設項目。 

 

香港 2017 年 10月《施政報告》詳細內容請參閲網址：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17/chi/index.html 

 

 

2. 香港再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 

 

加拿大「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於 9 月 28日發表最新的經濟自由度報

告（The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2017 Annual Report），再次把香港評為

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報告的五個主要評估範疇中，香港繼續在「監管」（排名第

一）和「國際貿易自由」（排名第二）位列前茅。該報告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s://www.fraserinstitute.org/sites/default/files/economic-freedom-of-the-world-201

7.pdf（只提供英文版報告） 

香港方面的新聞公告見：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9/28/P2017092800955.htm  

 

 

3. 香港全球競爭力排名上升 

 

瑞士「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於 9月 27日發表「2017-2018

年度全球競爭力報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7-2018），香港排

名第 6，比去年上升 3 位。該報告認為，香港擁有全球最佳的基建設施、開放及

具良性競爭的高效市場，以及強勁和穩定的金融市場。相關新聞請參閱以下網

址： 

https://cn.weforum.org/press/2017/09/GCR17 

 

 

4.  關於香港監管金融科技沙盒措施 

 

監管沙盒（regulatory/supervisory sandbox，台灣一般譯為「監理沙盒」）是監管

機構的其中一項工具，讓金融機構在受控環境中收集關於金融科技產品/服務的

實質數據和用戶意見，以便對其構思的金融科技產品/服務作出適當改善，從而

加快推出有關產品/服務。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17/chi/index.html
https://www.fraserinstitute.org/sites/default/files/economic-freedom-of-the-world-2017.pdf
https://www.fraserinstitute.org/sites/default/files/economic-freedom-of-the-world-2017.pdf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9/28/P2017092800955.htm
https://cn.weforum.org/press/2017/09/GCR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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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管理局於 9 月 29 日公布計劃加強其金融科技監管沙盒的功能，香港證

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香港保險業監管局亦於同日宣布分別推出證監會監

管沙盒及保險科技沙盒，以推動金融服務創新。有關上述機構所設立的沙盒詳情，

請參閱以下網址： 

香港金融管理局 

http://www.hkma.gov.hk/chi/key-functions/international-financial-centre/fintech-supe

rvisory-sandbox.shtml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http://www.sfc.hk/web/TC/sfc-fintech-contact-point/sfc-regulatory-sandbox.html  

香港保險業監管局 

https://www.ia.org.hk/tc/aboutus/insurtech_corner.html  

 

 

5. 香港與英國簽訂金融科技橋樑協議 

 

香港與英國於 9 月 20 日簽訂「金融科技橋樑」協議，促進兩地推動金融創新的

合作。協議範圍全面，涵蓋兩地當局、監管機構和業界之間的合作，提供穩固框

架，便利兩地金融科技公司利用彼此設施和協助，開拓新商機。相關新聞請參閱

以下網址： 

http://www.news.gov.hk/tc/categories/finance/html/2017/09/20170921_111458.shtml 

 

 

~~~~~~~~~~~~~~~~~~~~~~~~~~~~~~~~~~~~~~~~~~~~~~~~~~~~~~~~~~~~~~~    

台灣經貿資訊  

~~~~~~~~~~~~~~~~~~~~~~~~~~~~~~~~~~~~~~~~~~~~~~~~~~~~~~~~~~~~~~~    

 

1. 台灣經濟景氣概況和預測 

 

● 台灣 8月就業數據 

 

台灣「主計總處」於 9 月 22日發布新聞稿，8 月勞動力人數 1,183.8 萬人，受應

屆畢業生與暑期工讀生持續投入勞動市場影響，就業人數 1,137.7 萬人，較上月

增加 1.7 萬人或 0.15%，失業人數 46.1 萬人，較上月增加 7 千人或 1.54%。8 月

失業率 3.89%，較上月上升 0.05 個百分點，較上年同月則降 0.19 個百分點；經

調整季節變動因素後之失業率 3.76%，較上月下降 0.02個百分點。新聞稿詳細內

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41818&ctNode=5624&mp=1 

http://www.hkma.gov.hk/chi/key-functions/international-financial-centre/fintech-supervisory-sandbox.shtml
http://www.hkma.gov.hk/chi/key-functions/international-financial-centre/fintech-supervisory-sandbox.shtml
http://www.sfc.hk/web/TC/sfc-fintech-contact-point/sfc-regulatory-sandbox.html
https://www.ia.org.hk/tc/aboutus/insurtech_corner.html
http://www.news.gov.hk/tc/categories/finance/html/2017/09/20170921_111458.shtml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41818&ctNode=5624&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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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經濟研究院」景氣動向調查月報 

 

「台灣經濟研究院」9月 25日發布景氣動向調查月報，觀察近期國際經濟情勢，

美國、歐洲微幅上修今年第二季經濟成長率，且國際預測機構「經濟學人」（EIU）

亦上調今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顯示全球景氣好轉態勢更趨顯著。在台灣部分，

出口與外銷訂單表現亮眼，電子零組件出口與資通訊產品外銷訂單金額，雙雙創

下歷年單月新高，使得製造業廠商對於當月景氣看法轉為樂觀；服務業方面受惠

於股市表現熱絡、暑假消費旺季，帶動相關廠商業績表現，使得零售業、證券業

與保險業對當月景氣看法轉好；營建業方面因廠商在手工程量偏低，且重大公建

項目分包作業出現流廢標情況，影響廠商對當月景氣看法。調查月報詳細內容請

參閲以下網址： 

http://www.tier.org.tw/forecast/forecast.aspx 

 

 

● 「中華經濟研究院」9月台灣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10 月 2 日發布 9 月台灣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簡稱 PMI），已連續 19 個月呈現擴張，指數為

58.7%。五項組成指標皆高於 50.0%，顯示新增訂單、生產數量、人力僱用和現

有原物料存貨水準呈現擴張，而供應商交貨時間亦上升。相關新聞稿及完整報告

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www.cier.edu.tw/content.asp?mp=1&CuItem=20191 

 

 

● 「商業發展研究院」8月「商業服務業景氣指標」 

 

台灣「商業發展研究院」 10月 5日公布 8月「商業服務業景氣指標」（Index of 

Service Industry，簡稱 ISI）為代表景氣「趨向熱絡」的黃紅燈，指標分數為 105

分。主因在於 8月受惠於電子產品業者發布年度新機，刺激對台灣半導體需求的

出口，並帶動相關零組件的業績成長，進而帶動台灣批發業的業績增長。內需市

場方面，8月正值暑期旅遊旺季、父親節、七夕情人節及開學季等重要節慶的加

持，促進餐飲業及零售業的業績成長表現，使 8月的商業服務業整體表現仍維持

為「趨向熱絡」的黃紅燈。相關新聞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www.cdri.org.tw/xcdoc/cont?xsmsid=0H159603185473163141&sid=0H27837

5907188571938 

 

http://www.tier.org.tw/forecast/forecast.aspx
http://www.cier.edu.tw/content.asp?mp=1&CuItem=20191
http://www.cdri.org.tw/xcdoc/cont?xsmsid=0H159603185473163141&sid=0H278375907188571938
http://www.cdri.org.tw/xcdoc/cont?xsmsid=0H159603185473163141&sid=0H27837590718857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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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9月「物價變動概況」 

 

台灣「主計總處」10 月 6日發布 9月「物價變動概況」，9月消費者物價總指數

（Consumer Price Index，簡稱CPI）與上月持平，經調整季節變動因素後漲0.09%；

較上年同月漲 0.50%，1 至 9 月平均，較上年同期漲 0.69%。9 月躉售物價總指

數（Wholesale Price Index，簡稱WPI）較上月漲 0.65%，經調整季節變動因素後

漲 0.39%；較上年同月漲 1.62%，1至 9月平均，較上年同期漲 0.77%。 

詳細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41859&ctNode=5624&mp=1 

 

 

● 台灣 9月「海關進出口貿易初步統計」 

 

台灣「財政部」10 月 11日發布 9月「海關進出口貿易初步統計」。台灣 9月出

口 289.0 億美元，較上月增 4.1%，較上年同月增 28.1%；第 3季出口 837.6億美

元，較上年同季增 17.5%；累計 1至 9月 2,314.8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 14.3%。

台灣 9月進口 222.1 億美元，較上月增 0.7%，較上年同月增 22.2%；第 3季進口

659.9億美元，較上年同季增 11.4%；累計 1 至 9月 1,908.8億美元，較上年同期

增 14.7%。相關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www.mof.gov.tw/Detail/Index?nodeid=281&pid=76194&ban=Y 

 

 

2. 台灣近期經貿措施及法規更新 

 

● 港澳居民申請赴台「多次入出境許可證」 網路 e指通 

 

台灣「移民署」10 月 2 日宣布，自該日起，在台灣境外 27 個地點的港澳居民，

可透過「境外人士申請系統」網路申請「多次入出境許可證」，免除須親自到櫃

檯申請的手續。相關新聞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336221&ctNode=29710&mp=1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41859&ctNode=5624&mp=1
http://www.mof.gov.tw/Detail/Index?nodeid=281&pid=76194&ban=Y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336221&ctNode=29710&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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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經貿活動快訊  

~~~~~~~~~~~~~~~~~~~~~~~~~~~~~~~~~~~~~~~~~~~~~~~~~~~~~~~~~~~~~~~    

 

1.  香港貿易發展局活動資訊 

 

香港貿易發展局將在 2017年 11月於香港舉行下列展覽會及會議： 

 

➢ 11月 8至 10日「香港貿發局香港眼鏡展」https://goo.gl/iFEtDr 

 

➢ 11月 9至 11日「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美酒展」https://goo.gl/MprhY9 

 

➢ 11月 23至 24 日「亞洲物流及航運會議」http://www.almc.hk/tc/ 

 

如欲取得更多由香港貿易發展局在香港舉辦的活動資訊，請參閲下列網址： 

http://www.hktdc.com/info/trade-events/EX/tc/ 展 覽 事 務 .htm ， 亦 可 致 電 

(886)-2-8788 4545 或發函至電子信箱 Taipei.office@hktdc.org 向香港貿易發展局

台灣辦事處查詢。 

 

 

2.  其他在香港舉行的會議及活動資訊 

 

➢ 10月 18至 20 日「亞洲購物中心協會 2017 年會」 

http://www.casc2017.com/index.html（該活動只提供英文網頁） 

 

➢ 10月 18至 21 日「環球資源禮品及家居用品展」 

http://www.globalsources.com/TRADESHOW/BIG5-HONGKONG-GIFTS-HO

ME-PRODUCTS.HTM 

 

➢ 10月 18至 21 日「環球資源移動電子產品展」 

http://www.globalsources.com/TRADESHOW/BIG5-HONGKONG-MOBILE-E

LECTRONICS.HTM 

 

➢ 10月 20至 23 日及 27至 29日採購展覽「Mega Show」 

https://www.mega-show.com/tc-info-information.php 

 

https://goo.gl/iFEtDr
https://goo.gl/MprhY9
http://www.almc.hk/tc/
http://www.hktdc.com/info/trade-events/EX/tc/%E5%B1%95%E8%A6%BD%E4%BA%8B%E5%8B%99.htm
mailto:Taipei.office@hktdc.org
http://www.casc2017.com/index.html
http://www.globalsources.com/TRADESHOW/BIG5-HONGKONG-GIFTS-HOME-PRODUCTS.HTM
http://www.globalsources.com/TRADESHOW/BIG5-HONGKONG-GIFTS-HOME-PRODUCTS.HTM
http://www.globalsources.com/TRADESHOW/BIG5-HONGKONG-MOBILE-ELECTRONICS.HTM
http://www.globalsources.com/TRADESHOW/BIG5-HONGKONG-MOBILE-ELECTRONICS.HTM
https://www.mega-show.com/tc-info-information.php


7 

 

➢ 10月 23至 27 日「金融科技週」http://fintechweek.hk/ 

（該活動只提供英文網頁） 

相關新聞公報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9/07/P2017090700370.htm 

 

➢ 10月 26至 29 日「香港美酒佳餚巡禮」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winedinefestival/index.html 

 

➢ 10月 27日銀髮商機研討會「The Business of Longevity Summit 」

https://events.economist.com/events-conferences/asia/business-of-longevity（該

活動只提供英文網頁） 

 

➢ 10月 27至 30 日「環球資源時尚產品展」 

http://www.globalsources.com/TRADESHOW/BIG5-HONGKONG-FASHION.

HTM 

 

➢ 11月 7日「香港貨品編碼協會高峰會 2017」 

https://www.gs1hk.org/zh-hk/events/Summit-2017 

 

➢ 11月 17日區塊鏈科技研討會「Innovation and Breakthrough Forum 2017」 

https://www.cii-ibf.com/index.php（該活動只提供英文網頁） 

 

➢ 11月 19至 26 日「香港海運週 2017」 

http://www.hkmiw.hk/tc_chi/index.html 

 

 

3. 編輯分享 

 

➢ 香港的未來，未來的香港 融合多重優勢 掌握當前機遇 

http://www.hketco.hk/tc/news/media_report/business_weekly_advertorial_2017/

20170928.html 

 

  

http://fintechweek.hk/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9/07/P2017090700370.htm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winedinefestival/index.html
https://events.economist.com/events-conferences/asia/business-of-longevity
http://www.globalsources.com/TRADESHOW/BIG5-HONGKONG-FASHION.HTM
http://www.globalsources.com/TRADESHOW/BIG5-HONGKONG-FASHION.HTM
https://www.gs1hk.org/zh-hk/events/Summit-2017
https://www.cii-ibf.com/index.php
http://www.hkmiw.hk/tc_chi/index.html
http://www.hketco.hk/tc/news/media_report/business_weekly_advertorial_2017/20170928.html
http://www.hketco.hk/tc/news/media_report/business_weekly_advertorial_2017/201709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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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經貿統計資料 

~~~~~~~~~~~~~~~~~~~~~~~~~~~~~~~~~~~~~~~~~~~~~~~~~~~~~~~~~~~~~~~    

 

1. 香港近期公布的經濟數據摘錄 

 

類別 指標 統計期 數值 

勞工 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 (%) 2017年 6–8月 3.1% 

對外貿易 整體出口 (按年變動百分率) 2017年 8月 +7.4% 

物價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按年變動百分率) 2017年 8月 +1.9% 

 

如欲了解更多香港的經濟數據，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www.censtatd.gov.hk/home/index_tc.jsp 

 

 

2. 香港失業率維持 3.1% 

 

香港政府統計處 9月 18日公布 6 至 8月經季節調整的失業率為 3.1%，與 5至 7

月相同。總就業人數增加約 7,700人至 3,841,200 人，總勞動人口也增加約 9,500

人至 3,971,200 人。相關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www.news.gov.hk/tc/categories/finance/html/2017/09/20170918_163238.shtml 

 

 

3. 香港 8月通脹 1.9% 

 

香港政府統計處 9月 21日公布，8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 1.9%，略低於

7 月的 2%；剔除政府紓困措施影響，基本通脹率亦為 1.9%，低於 7 月的 2%。

相關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www.news.gov.hk/tc/categories/finance/html/2017/09/20170921_163959.shtml 

 

 

4. 香港 8月出口貨值升 7.4% 

 

香港政府統計處 9月 26日公布，8月香港整體出口貨值按年上升 7.4%，進口貨

值升 7.7%，錄得有形貿易逆差 355 億元，相等於商品進口貨值的 9.6%。8 月商

品整體出口貨值為 3,327 億港元，其中轉口貨值為 3,288 億港元，按年升 7.6%；

http://www.censtatd.gov.hk/home/index_tc.jsp
http://www.news.gov.hk/tc/categories/finance/html/2017/09/20170918_163238.shtml
http://www.news.gov.hk/tc/categories/finance/html/2017/09/20170921_1639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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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產品出口貨值則為 39 億港元，下跌 2.7%；商品進口貨值為 3,682 億港元，升

7.7%。經季節調整的數字顯示，2017 年 8 月止的三個月與對上三個月比較，商

品整體出口貨值升 0.3%，其中轉口貨值升 0.3%，港產品出口貨值跌 1.8%，商品

進口貨值升 2.7%。相關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www.news.gov.hk/tc/categories/finance/html/2017/09/20170926_163516.shtml 

 

 

~~~~~~~~~~~~~~~~~~~~~~~~~~~~~~~~~~~~~~~~~~~~~~~~~~~~~~~~~~~~~~~    

查詢 

~~~~~~~~~~~~~~~~~~~~~~~~~~~~~~~~~~~~~~~~~~~~~~~~~~~~~~~~~~~~~~~   

如對《港台經貿通訊》所載內容有任何問題，歡迎與本辦經貿關係經理鄺紹昌先

生聯絡［電話： (886)-2-2720 0858 分機 19；傳真：(886)-2-2720 8658；電郵：

sckwong@hketco.hk］。 

+++++++++++++++++++++++++++++++++++++++++++++++++++++++++++++

++++++++ 

免責聲明：《港台經貿通訊》是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爲公衆提供的資訊服務，

資料搜集自相關網站、報刊媒體及其他機構等管道，僅供參考之用。所載資料已

經力求準確，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對於因使用、複製或發布該通訊而招致的

任何損失，一概不負任何責任。 

+++++++++++++++++++++++++++++++++++++++++++++++++++++++++++++

++++++++ 

若不欲再收到我們以電郵形式發放的《港台經貿通訊》，請以標題為「取消訂閱

通訊」的電郵至 sckwong@hketco.hk 通知我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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