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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經貿通訊》2018年第 6期 

（2018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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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7 月 16 日起攜帶和運送大量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進出香港須申

報及披露 

 

為履行香港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籌集資金的責任，以及落實跨政府組織「財務行

動特別組織」（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的建議，香港將於 2018 年 7月 16

日開始實施《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第 629章)(《條例》）。

《條例》針對跨境運送大量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以下統稱為「現金類物品」）

進出香港的情況，設立申報及披露制度，以確保恐怖分子及其他犯罪分子不能通

過此等跨境方式為其活動提供資金或清洗犯罪得益。該制度並不限制合法資金自

由流動。根據《條例》：    

 經指明管制站入境的任何人士，如管有總值高於 12 萬港元（或等值外幣）

的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須使用現行紅綠通道系統下的紅通道，向海關

人員作出書面申報。  

 即將出境的任何人士以及經指明管制站以外地方抵港的任何人士，則須在海

關人員的要求下，披露是否管有總值高於 12萬港元的「現金類物品」；如有

的話，須書面申報有關資料。    

 如成人陪同幼年人（16歲以下）並知道該幼年人管有總值高於 12萬港元的

「現金類物品」，該成人須為該幼年人申報或披露。    

 進口或出口總值高於 12萬港元屬同一批次貨物的「現金類物品」，須以電子

方式透過現金類物品申報系統（該系統將於 2018 年 7 月 3 日啓用）預先作

出申報。  

 

詳情請參考以下連結：    

 總體介紹：https://www.customs.gov.hk/tc/enforcement/cds/index.html      

 旅客清關須知： 

http://www.hketco.hk/
https://www.customs.gov.hk/tc/enforcement/cd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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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ustoms.gov.hk/tc/passenger_clearance/instruments/index.html     

 貨物清關須知： 

https://www.customs.gov.hk/tc/cargo_clearance/instruments/index.html     

 指明管制站名單： 

https://www.customs.gov.hk/tc/passenger_clearance/instruments/locations/index.

html   

 

相關《條例》條文請參閱下列網址： 

https://www.gld.gov.hk/egazette/pdf/20172125/cs1201721257.pdf 

 

 

2. 香港競爭力獲評為全球第二 

 

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簡稱IMD）5月23日發表的《2018年世界競爭力年報》（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18），香港在全球63個受評估的經濟體中排名第二，

亞洲則排名第一。該報告根據「經濟表現」、「政府效率」、「營商效率」及「基

礎建設」四項競爭力因素對各經濟體作評估。香港在「政府效率」和「營商效率」

均連續四年排名全球第一，在「經濟表現」的排名則由全球第11位升至第9位。

相關報導請參閱至以下網址：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5/24/P2018052400188.htm?fontSize=1 

https://www.imd.org/wcc/world-competitiveness-center-rankings/world-competitiven

ess-ranking-2018/（英文網址） 

 

 

3. 香港芬蘭簽訂稅務協定 

 

香港與芬蘭 5 月 24 日簽署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協定闡明雙方的徵稅權，

有助投資者更有效評估其跨境經濟活動的潛在稅務負擔。根據協定，香港公司在

芬蘭所繳納的有關稅款，將可按香港稅例抵免香港就同一筆利潤徵收的稅項，避

免雙重課稅。同樣地，芬蘭公司在香港所繳稅款，可從芬蘭就該筆收入所徵稅項

中扣除。協定亦包含資料交換條文，讓香港可履行提升稅務透明度和打擊逃稅的

國際義務。協定待雙方完成批准程序後生效。相關新聞稿請參閱下列網址：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05/20180524/20180524_172248_240.html?type=

category&name=finance&tl=t 

 

 

 

https://www.customs.gov.hk/tc/passenger_clearance/instruments/index.html
https://www.customs.gov.hk/tc/cargo_clearance/instruments/index.html
https://www.customs.gov.hk/tc/passenger_clearance/instruments/locations/index.html
https://www.customs.gov.hk/tc/passenger_clearance/instruments/locations/index.html
https://www.gld.gov.hk/egazette/pdf/20172125/cs1201721257.pdf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5/24/P2018052400188.htm?fontSize=1
https://www.imd.org/wcc/world-competitiveness-center-rankings/world-competitiveness-ranking-2018/
https://www.imd.org/wcc/world-competitiveness-center-rankings/world-competitiveness-ranking-2018/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05/20180524/20180524_172248_240.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tl=t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05/20180524/20180524_172248_240.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t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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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經貿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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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台灣經濟景氣概況和預測 

 

● 台灣 4月就業數據 

 

台灣「主計總處」5 月 22 日發布新聞稿，4 月就業人數 1,140.6 萬人，較上月增

加 3 千人或 0.03%。4 月失業人數 43.1 萬人，較上月減少 2 千人或 0.46%。4 月

失業率 3.64%，較上月下降 0.02個百分點；經調整季節變動因素後之失業率 3.69%，

較上月則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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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31&ctNode=5624&mp=1 

 

 

● 「台灣經濟研究院」景氣動向調查月報 

 

「台灣經濟研究院」5月 25日發布景氣動向調查月報，儘管國際原物料價格走

勢續強，由於產業淡季因素、智慧型手機需求不振、工作天數減少，4 月出口、

外銷訂單金額與工業生產值皆較上月表現為差，因而影響製造業廠商對於當月景

氣看法轉為保守；服務業方面適逢清明連假刺激消費，加以百貨公司母親節促銷，

帶動綜合商品零售與餐飲觀光業績成長，不過受到股市下跌、成交金額衰退，使

得金融相關產業對當月景氣看法轉為保守；營建業方面主要因不動產銷售趨於平

淡、未來利率可能上調等因素，影響廠商對當月與未來半年景氣看法以持平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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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台灣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6 月 1 日發布 5 月台灣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簡稱 PMI），上升 0.1個百分點至 5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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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42831&ctNode=5624&mp=1
http://www.tier.org.tw/forecast/forecast.aspx
http://www.cier.edu.tw/p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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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5月「物價變動概況」 

 

台灣「主計總處」6 月 5 日發布 5 月「物價變動概況」，5 月消費者物價總指數

（Consumer Price Index，簡稱 CPI）較上月跌 0.25%，經調整季節變動因素後跌

0.26%；較去年同月漲 1.64%，1至 5月平均較上年同期漲 1.66%。5 月躉售物價

總指數（Wholesale Price Index，簡稱WPI）則較上月漲 1.62%，經調整季節變動

因素後漲 1.51%；較去年同月漲 5.61%，1 至 5 月平均較去年同期漲 1.53%。詳

細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42884&ctNode=5624&mp=1 

 

 

● 台灣 5月「海關進出口貿易初步統計」 

 

台灣「財政部」6月 8日發布 5月「海關進出口貿易初步統計」。台灣 5月出口

291.2億美元，較上月增 8.9%，較去年同月增 14.2%；累計 1至 5月出口 1,355.8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 11.2%。台灣 5月進口 247.1億美元，較上月增 9.5%，較

去年同月增 12.0%；累計 1 至 5 月進口 1,152.6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 10.0%。

相關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s://www.mof.gov.tw/Detail/Index?nodeid=281&pid=79608 

 

 

2. 台灣近期經貿措施及法規更新 

 

● 台灣及澳洲簽署「關務合作協議」及「優質企業相互承認協議行動計畫」 

      

台灣和澳洲 6月 5日簽署「台灣海關與澳大利亞關務合作協議」（「關務合作協

議」）及「台澳優質企業相互承認協議行動計畫」（「優企互認協議行動計畫」）。

雙方將依據「關務合作協議」緊密合作，及早掌握毒品及其他違禁品之走私情資

以進行查緝，把守雙方邊境安全，而依據「優企互認協議行動計畫」，雙方海關

將循序漸進推動台澳優質企業（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 AEO）相互承認

作業，藉由互相承認對方 AEO 之驗證結果，給予雙方 AEO 業者便捷通關等優

惠措施。相關新聞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s://www.mof.gov.tw/Detail/Index?nodeid=24&pid=79601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42884&ctNode=5624&mp=1
https://www.mof.gov.tw/Detail/Index?nodeid=281&pid=79608
https://www.mof.gov.tw/Detail/Index?nodeid=24&pid=79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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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經貿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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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香港貿易發展局活動資訊 

 

香港貿易發展局將於 2018年 7月在香港舉行下列展覽會及會議：  

 

 7月 9至 12日「香港貿發局香港時裝節春夏系列」https://bit.ly/2xM2D2F  

 

 7月 18至 24日「香港貿發局香港運動消閒博覽」https://bit.ly/2xM2Kv7  

 

 7月 18至 24日「香港貿發局香港書展」 

http://hkbookfair.hktdc.com/t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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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6至 27日 科技會議「Emtech Hong Kong」 

https://www.emtechhk.com/ （該活動只提供英文網頁） 

 

 

2.  編輯分享 

 

 「香港從金融之都邁向環球金融科技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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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523.html 

 

 「CloudMile發揮優勢以 AI 雲端服務落地香港」 

http://www.hketco.hk/filemanager/template/common/doc/business_next/2018_0

6_01.pdf  

 

https://bit.ly/2xM2D2F
https://bit.ly/2xM2Kv7
http://hkbookfair.hktdc.com/t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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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emtechhk.com/
http://www.hketco.hk/tc/news/media_report/business_weekly_advertorial_2017/20180523.html
http://www.hketco.hk/tc/news/media_report/business_weekly_advertorial_2017/20180523.html
http://www.hketco.hk/filemanager/template/common/doc/business_next/2018_06_01.pdf
http://www.hketco.hk/filemanager/template/common/doc/business_next/2018_06_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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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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年 2月– 4月 2.8% 

對外貿易 整體出口 (按年變動百分率) 2018年 4月 +8.1% 

物價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按年變動百分率) 2018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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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香港政府統計處 5月 17日公布，2至 4月經季節調整的失業率為 2.8%，較 1至

3 月的 2.9%為低。總就業人數減少約 5,800 人至 3,866,600 人；總勞動人口減少

約 4,900 人至 3,979,500 人。相關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05/20180517/20180517_164352_776.html?type=

category&name=school_work&tl=t 

 

 

3.  香港 4月通脹 1.9% 

 

香港政府統計處 5 月 21 日公布，4 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 1.9%，低於 3

月的 2.6%；剔除政府紓困措施影響，基本通脹率為 2.2%，低於 3 月的 2.6%。相

關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05/20180521/20180521_163140_756.html?type=

category&name=finance&tl=t 

 

 

 

 

 

http://www.censtatd.gov.hk/home/index_tc.jsp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05/20180517/20180517_164352_776.html?type=category&name=school_work&tl=t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05/20180517/20180517_164352_776.html?type=category&name=school_work&tl=t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05/20180521/20180521_163140_756.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tl=t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05/20180521/20180521_163140_756.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tl=t


7 

 

 

4. 香港 4月出口貨值升 8.1% 

  

香港政府統計處 5月 28日公布，4月香港整體出口貨值按年升 8.1%，進口貨值

升 11.1%，錄得有形貿易逆差 469 億港元，相等於商品進口貨值的 12.4%。4 月

整體出口貨值為 3,302 億港元，商品進口貨值為 3,772 億港元。經季節調整的數

字顯示，截至 4 月止的三個月與對上三個月比較，商品整體出口貨值升 2.9%，

商品進口貨值升 5.2%。相關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05/20180528/20180528_163732_337.html?type=

catego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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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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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05/20180528/20180528_163732_337.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05/20180528/20180528_163732_337.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
mailto:sckwong@hketco.hk
mailto:sckwong@hketco.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