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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經貿通訊》2018年第 3期 

（2018年 3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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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9年度財政預算 

 

香港 2018－19年度財政預算案於 2月 28日發表，宣布推出廣泛措施，開拓多元

經濟，掌握全球及區域發展機遇，推動創新及科技發展。2018－19 年度香港當

局總開支預計達 5,579 億港元，綜合盈餘預計為 466億港元。在 2019 年 3月底，

財政儲備預計為 11,386 億港元，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 40.3%。預測 2018 年香港

經濟增長 3%至 4%，全年整體通脹率為 2.2%，基本通脹率為 2.5%。 

 

財政預算案內有多項推動香港經濟多元發展的措施，其中包括： 

 創新科技：預留額外 500億港元支持香港創新及科技的發展，聚焦在生物科

技、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和金融科技四大範疇； 

 貿易及物流：把報關費的上限定於港幣 200元，以配合推動貿易及物流業朝

高增值方向發展，進一步降低高價貨品進出口香港的成本，提升香港作為高

貨值貿易樞紐的優勢； 

 金融服務業：預留5億港元，作為未來五年推動金融服務業發展的專用款項，

就發展債券市場、金融科技、綠色金融、人才培訓，以及其他金融領域，提

供必要的支持； 

 創意產業：再向創意智優計劃注資 10 億港元，加強支援創意產業的發展，

特別是在培訓青年人和扶助初創企業方面，以及令社會各界更認識創意及設

計思維的價值； 

 工商及專業服務：為協助中小企業，包括初創企業，把握經濟機遇和提升競

爭力，會為「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注資 15 億

港元，並優化相關支援計劃； 

 旅遊業：額外撥款 3.96 億港元，開拓多元化的客源市場，集中吸引高增值

過夜旅客來港，培育及拓展具香港及國際特色的旅遊產品及項目，推動智慧

http://www.hketco.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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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和提升旅遊業服務質素；  

 建造業：建議撥款 10 億港元成立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金，提升企業及從業

員應用新技術的能力，並支援業界應用創新科技。 

關於各項推動香港經濟多元發展措施的介紹，請參閱下列網址： 

https://www.budget.gov.hk/2018/chi/ec.html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2/28/P2018022800568.htm 

 

有關財政預算案詳細內容請參閱下列網址：https://www.budget.gov.hk/2018/chi/ 

有 關 香 港 2017 年 經 濟 概 況 及 2018 年 展 望 請 參 閱 下 列 網 址 ：

https://www.hkeconomy.gov.hk/tc/reports/index.htm  

 

 

2. 香港與英國簽署合作諒解備忘錄促進推展基建項目專業知識和經驗交流 

 

香港發展局與英國內閣辦公室和財政部轄下的基礎設施和項目管理局（英國基礎

設施和項目管理局）於 3月 7日簽署合作諒解備忘錄，以加強香港和英國在推展

基建項目的專業知識和經驗交流。根據該備忘錄，雙方同意加強合作，透過採用

創新的建造方法、科技應用、更妥善的採購模式等，以及提高項目領導人員的知

識來加強公共工程的項目推展能力，從而提升建造業生產力和表現。相關新聞公

報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3/08/P20180308006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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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經貿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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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台灣經濟景氣概況和預測 

 

● 台灣 1月就業數據 

 

台灣「主計總處」於 2 月 26日發布新聞稿，1 月就業人數 1,140.9萬人，較上月

增加 4千人或 0.03%。失業人數 43萬人，較上月減少 3千人或 0.75%。1月失業

率 3.63%，較上月下降 0.03個百分點；經調整季節變動因素後之失業率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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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42511&ctNode=5624&mp=1 

 

https://www.budget.gov.hk/2018/chi/ec.html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2/28/P2018022800568.htm
https://www.budget.gov.hk/2018/chi/
https://www.hkeconomy.gov.hk/tc/reports/index.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3/08/P2018030800681.htm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425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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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 月 26 日發布景氣動向調查月報，觀察近期國際經濟情

勢，美國與歐元區領先指標表現優於預期，失業情況亦大幅改善，顯示 2018 年

全球經濟表現可望延續。在台灣方面，全球景氣活絡、國際原物料價格走高，配

合農曆新年因素，使得 1月進出口續維持雙位數成長。服務業方面，受惠於股市

交易熱絡，激勵證券業對當月與未來半年景氣看法；營建業因公共建設投資陸續

啟動，加以房地產交易逐漸回溫，推升廠商對未來半年景氣看法。。調查月報詳

細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http://www.tier.org.tw/forecast/forecast.aspx 

 

 

● 台灣 2月「物價變動概況」 

 

台灣「主計總處」2018 年 3月 7日發布 2月「物價變動概況」，2月消費者物價

總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簡稱 CPI）較上月漲 0.93%，經調整季節變動因

素後漲 0.22%；較去年同月漲 2.19% ，1 至 2 月平均則較去年同期漲 1.54%。2

月躉售物價總指數（Wholesale Price Index，簡稱 WPI）則較上月跌 0.14%，經調

整季節變動因素後跌 0.30%；較去年同月跌 0.27%，1 至 2 月平均則較去年同期

跌 0.50%。詳細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42563&ctNode=5624&mp=1 

 

 

● 台灣 2月「海關進出口貿易初步統計」 

 

台灣「財政部」2018 年 3月 7日發布 2月「海關進出口貿易初步統計」。台灣 2

月出口 223.7億美元，受農曆春節連假影響，較上月減 18.3%，較去年同月減 1.2%；

累計 1至 2月出口 497.5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 7.3%。台灣 2月進口 194.6億美

元，較上月減 22.1%，較去年同月增 0.9%；累計 1至 2月進口 444.2 億美元，較

去年同期增 12.4%。相關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s://www.mof.gov.tw/Detail/Index?nodeid=281&pid=78228 

 

 

 

 

 

 

 

http://www.tier.org.tw/forecast/forecast.aspx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42563&ctNode=5624&mp=1
https://www.mof.gov.tw/Detail/Index?nodeid=281&pid=78228


4 

 

 

 

2. 台灣近期經貿措施及法規更新 

 

● 台灣與巴拉圭經濟合作協定生效  

 

台灣與巴拉圭經濟合作協定 2017年 7月 12 日簽署，雙方並已通知對方完成其內

部必要程序，協定自 2018 年 2月 28日生效。該協定內容包括兩大部分：其一為

雙邊部分產品降稅清單，其二為在科技與技術、中小企業及投資等領域之合作，

促進兩地經濟成長及發展。關務合作、技術性貿易障礙、動植物防疫檢疫、貿易

救濟、智慧財產權及透明化等領域亦均納入該協定。相關新聞稿請參閱以下網

址： 

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0&pid=631159&dl_DateRang

e=all&txt_SD=&txt_ED=&txt_Keyword=&Pageid=0 

 

● 台灣與波蘭簽署金融科技合作協議  

 

台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3 月 6日與波蘭「金融監理總署」（Polish Financial 

Supervision Authority）簽署金融科技合作協議（Co-operation Agreement），該協

議內容包括雙方監理機關轉介機制、資訊分享及潛在聯合創新計畫等，簽署後雙

方將可據此轉介新創企業予對方，提供協助以了解雙方的監管制度，並分享各自

市場與金融服務創新相關訊息。相關新聞稿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

w.jsp&dataserno=201803060008&toolsflag=Y&dtabl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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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經貿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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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香港貿易發展局活動資訊 

 

香港貿易發展局將於 2018年 4月在香港舉行下列展覽會及會議：  

 

 4月 6至 9日「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春季燈飾展」 https://goo.gl/ojj883 

 

 4月 13至 16日「香港貿發局香港春季電子產品展」https://goo.gl/QB2UUC 

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0&pid=631159&dl_DateRange=all&txt_SD=&txt_ED=&txt_Keyword=&Pageid=0
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0&pid=631159&dl_DateRange=all&txt_SD=&txt_ED=&txt_Keyword=&Pageid=0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1803060008&toolsflag=Y&dtable=News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1803060008&toolsflag=Y&dtable=News
https://goo.gl/ojj883
https://goo.gl/QB2U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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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3至 16日「香港貿發局國際資訊科技博覽」 https://goo.gl/WEU2Cf 

 

 4月 20至 23日「香港貿發局香港家庭用品展 」https://goo.gl/XW5uzB 

 

 4月 20至 23日「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家用紡織品展」https://goo.gl/b79kgN 

 

 4月 27至 30日「香港貿發局香港禮品及贈品展」https://goo.gl/QvQSEz 

 

 4月 27至 30日「香港國際印刷及包裝展」https://goo.gl/AJDv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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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9日至 4 月 5日「香港國際電影節」 

http://www.hkiff.org.hk/ 

 

 3月 21至 24日「香港創新科技節 2018」（該活動只提供英文網頁） 

https://www.events.trade.gov.uk/the-great-festival-of-innovation-hong-kong-2018/ 

 

 3月 29至 31日「巴賽爾藝術展香港展會」 

https://www.artbasel.com/hong-kong?blLocaleCode=zh_CN 

 

 4月 4日「2018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頒獎典禮 」 

https://www.hkictawards.hk/index.php 

 

 4月 12至 13日「2018互聯網經濟峰會」 

http://www.cvent.com/events/internet-economy-summit-2018/event-summary-24

618c5cbdd0461a9137e601c5576dd1.aspx?lang=zh-CHT 

 

 

 

 

https://goo.gl/WEU2Cf
https://goo.gl/XW5uzB
https://goo.gl/b79kgN
https://goo.gl/QvQSEz
https://goo.gl/AJDv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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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iff.org.hk/
https://www.events.trade.gov.uk/the-great-festival-of-innovation-hong-kong-2018/
https://www.artbasel.com/hong-kong?blLocaleCode=zh_CN
https://www.hkictawards.hk/index.php
http://www.cvent.com/events/internet-economy-summit-2018/event-summary-24618c5cbdd0461a9137e601c5576dd1.aspx?lang=zh-CHT
http://www.cvent.com/events/internet-economy-summit-2018/event-summary-24618c5cbdd0461a9137e601c5576dd1.aspx?lang=zh-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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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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018年 1月 

2.9% 

對外貿易 整體出口 (按年變動百分率) 2018年 1月 +18.1% 

物價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按年變動百分率) 2018年 1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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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香港政府統計處 2月 22日公布，2017年 11 月至 2018年 1月經季節調整的失業

率為 2.9%，與 2017 年 10 至 12 月的數字相同。總就業人數增加 11,500 人至

3,862,100 人；總勞動人口增加 8,300 人至 3,968,700 人。相關內容請參閲以下網

址： 

http://www.news.gov.hk/chi/2018/02/20180222/20180222_163414_606.html?type=c

ategory&name=school_work 

 

 

3. 香港 1月進出口貨值分別升 18.1%及 23.8% 

  

香港政府統計處 2月 27日公布，1月香港整體出口貨值上升 18.1%，進口貨值升

23.8%，錄得有形貿易逆差 319億港元，相等於商品進口貨值的 8.4%。1月整體

出口貨值為 3,500 億港元，商品進口貨值為 3,820 億港元。經季節調整的數字顯

示，截至 1 月為止的三個月與對上三個月比較，商品整體出口貨值升 4.1%，商

品進口貨值升 3.3%。相關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www.news.gov.hk/chi/2018/02/20180227/20180227_163647_506.html?type=c

ategory&name=finance&tl=t 

http://www.censtatd.gov.hk/home/index_tc.jsp
http://www.news.gov.hk/chi/2018/02/20180222/20180222_163414_606.html?type=category&name=school_work
http://www.news.gov.hk/chi/2018/02/20180222/20180222_163414_606.html?type=category&name=school_work
http://www.news.gov.hk/chi/2018/02/20180227/20180227_163647_506.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tl=t
http://www.news.gov.hk/chi/2018/02/20180227/20180227_163647_506.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t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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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 1月通脹 1.7% 

 

香港政府統計處 2月 22日公布，1月份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 1.7%，與 2017

年 12月相若；剔除政府紓困措施影響，基本通脹率為 1.7%，也與前一個月相若。

相關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www.news.gov.hk/chi/2018/02/20180222/20180222_163305_091.html?type=c

ategory&name=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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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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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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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news.gov.hk/chi/2018/02/20180222/20180222_163305_091.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
http://www.news.gov.hk/chi/2018/02/20180222/20180222_163305_091.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
mailto:sckwong@hketco.hk
mailto:sckwong@hketco.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