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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經貿通訊》2018年第 10期 

（2018年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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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施政報告》 

 

香港 2018年《施政報告》於 10月 10日發表，題為「堅定前行 燃點希望」，其

中有關經濟發展的內容重點如下： 

 

多元經濟 

 簽訂更多雙邊及多邊協議，提升香港國際商貿中心地位 

 密切監察中國大陸與美國間的貿易摩擦對香港的影響，適時推行支援業界的

措施 

 

創新及科技 

 注資 200億港元推動研發 

 加速再工業化，注資 20 億港元資助生產商在香港設立智能生產線、撥款 20

億港元在工業邨為先進製造業建設所需生產設施 

 推動技術轉移，增加對大學技術轉移的資助 

 香港當局各部門將公布開放數據計劃 

 

航運及物流 

 擬定稅務措施以推動船舶租賃業務、提供海事保險業稅務減免、為國際海運

業提供爭議解決服務、注資 2億港元培訓海運及空運人才 

 

金融 

 在 2018年底或 2019年初發出第一批虛擬銀行牌照 

 

電訊 

 主動開放合適公共場所予流動服務營辦商安裝 5G基站 

 

 

http://www.hketco.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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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產業 

 注資 10億港元，培育電影人才和提升港產片製作，拓展市場及觀眾群 

 

香港 2018年《施政報告》的重點及詳細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重點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18/chi/highlights.html）；詳細內容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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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日發表最新的世界經濟自由

度報告（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2018 Annual Report），香港再次獲評為

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報告五個評估大項中，香港在「國際貿易自由」和「監管」

均排名第一。該報告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s://www.fraserinstitute.org/studies/economic-freedom-of-the-world-2018-annual-r

eport（只提供英文版報告） 

香港方面的新聞公告見：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09/20180926/20180926_105803_508.html 

 

 

3.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9月23日開通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 9月 23日正式投入服務。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於 2010年開

始建造，全長 26公里，連接廣深港高鐵內地段，以至中國大陸超過 25,000公里

的高速鐵路網絡。相關新聞公布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09/20180922/20180922_172537_067.html?type=

category&name=infrastructure&tl=t 

 

 

4. 香港與中國大陸簽創科合作協議 

 

香港與中國大陸於 9 月 20 日簽署關於加強創新科技合作和開展聯合資助研發項

目的兩份協議。協議將作為未來數年兩地推動創新科技合作的行動指南和綱領，

主要在科研、平台與基地建設、人才培養、成果轉移轉化及培育創科產業、營造

創科氛圍等範疇加強合作。相關新聞公布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09/20180920/20180920_150442_108.html?type=

category&name=finance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18/chi/highlights.html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18/chi/index.html
https://www.fraserinstitute.org/studies/economic-freedom-of-the-world-2018-annual-report
https://www.fraserinstitute.org/studies/economic-freedom-of-the-world-2018-annual-report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09/20180926/20180926_105803_508.html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09/20180922/20180922_172537_067.html?type=category&name=infrastructure&tl=t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09/20180922/20180922_172537_067.html?type=category&name=infrastructure&tl=t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09/20180920/20180920_150442_108.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09/20180920/20180920_150442_108.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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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香港啟動快速支付系統「轉數快」 

 

香港金融管理局於 9月 17日啟動快速支付系統「轉數快」。「轉數快」每日 24

小時、每星期七天全天候運作，提供平台全面接通不同銀行及儲值支付工具營運

商，讓使用者可以隨時進行跨銀行及儲值支付工具的即時資金轉帳。使用者用手

機號碼或電郵地址作為收款人的識別代號，就可以即時進行支付或轉帳。除港元

外，「轉數快」亦支持人民幣支付交易。相關新聞公布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s://www.hkma.gov.hk/chi/key-information/press-releases/2018/2018091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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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5 日發布新聞稿，8 月就業人數 1,145.9 萬人，較上月增

加 1.6 萬人或 0.14%。8 月失業人數 46.1 萬人，較上月增加 8 千人或 1.84%。8

月失業率 3.87%，較上月上升 0.06 個百分點；經調整季節變動因素後之失業率

3.69%，與上月持平。新聞稿詳細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433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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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5 日發布景氣動向調查月報，觀察近期國際情勢，主

要國家經濟表現不一，美國經濟持續擴張，歐洲復甦力道趨緩，加上美中貿易紛

爭短期難以解決，恐影響全球經濟成長腳步。在台灣部分，適逢電子零組件產業

旺季，行動裝置新機備貨需求升溫，使得資通訊與電子產品外銷訂單皆創歷年同

月新高，惟貿易衝突持續擴大，製造業廠商對於未來半年景氣看法更顯保守；服

務業方面受到新車銷售數據下滑，加以金融市場波動，台股交易投資動能不足，

拖累相關業者對當月景氣看法；營建業方面儘管面臨傳統民俗月與中南部豪雨影

響房市買氣與工程進度，然隨著各大主體工程將依序開展，如前瞻基礎先期規劃

作業大致底定，有助於業者看好未來景氣表現。調查月報詳細內容請參閲以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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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43352&ctNode=5624&mp=1
http://www.tier.org.tw/forecast/forecas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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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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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發布經季節調整後之 9 月台灣製造業「採購

經理人指數」（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簡稱 PMI），續跌 2.1 個百分點至

53.9%。五項組成指標皆高於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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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灣 9月「物價變動概況」 

 

台灣「主計總處」10 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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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上月漲 0.17%，經調整季節變動因素後漲

0.14%；較去年同月漲 1.72%，1至 9月平均較去年同期漲 1.66%。9 月躉售物價

總指數（Wholesale Price Index，簡稱WPI）則較上月漲 0.55%，經調整季節變動

因素後漲 0.34%；較去年同月漲 6.55%，1 至 9 月平均較去年同期漲 3.85%。詳

細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433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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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日發布 9 月「海關進出口貿易初步統計」。台灣 9 月出

口 296.2 億美元，較上月增 4.7%，較去年同月增 2.6%；第 3 季出口 862.8 億美

元，較去年同季增 3.1%；累計 1 至 9 月 2,501.0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 8.1%。

台灣 9月進口 252.9 億美元，較上月增 6.4%，較去年同月增 13.9%；第 3季進口

751.5億美元，較去年同季增 14.0%；累計 1 至 9月 2,134.2億美元，較去年同期

增 11.9%。相關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s://www.mof.gov.tw/Detail/Index?nodeid=281&pid=81152&ban=Y  

 

 

http://www.cier.edu.tw/pmi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43394&ctNode=5624&mp=1
https://www.mof.gov.tw/Detail/Index?nodeid=281&pid=81152&b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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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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在香港舉行下列展覽會及會議：  

 

 11月 7至 9日「香港貿發局香港眼鏡展」https://bit.ly/2OVBpuy   

 

 11月 8至 10日「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美酒展」https://bit.ly/2N83AVd  

 

 11月 20至 21 日「亞洲物流及航運會議」

http://www.hktdc.com/ncs/almc2018/tc/ma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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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9日至 11 月 2日「香港金融科技周 2018」（Hong Kong FinTech Week 

2018）https://bit.ly/2NvMK72 

 

  

https://bit.ly/2OVBpuy
https://bit.ly/2N83AVd
http://www.hktdc.com/ncs/almc2018/tc/ma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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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ly/2NvMK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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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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8月 2.8% 

對外貿易 整體出口 (按年變動百分率) 2018年 8月 +13.1% 

物價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按年變動百分率) 2018年 8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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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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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與 5至

7 月相同。總就業人數增加約 9,700 人至 3,882,400 人；總勞動人口增加 12,400

人至 3,999,800 人。相關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09/20180918/20180918_163332_010.html?type=

category&name=finance&tl=t 

 

 

3.  香港 8月通脹 2.3% 

 

香港政府統計處 9 月 20 日公布，8 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 2.3%，稍低於 7

月的 2.4%升幅；剔除政府紓困措施影響，基本通脹率為 2.6%，同樣低於 7月的

2.7%。相關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09/20180920/20180920_164258_014.html?type=

category&name=finance  

 

 

 

 

 

http://www.censtatd.gov.hk/home/index_tc.jsp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09/20180918/20180918_163332_010.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tl=t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09/20180918/20180918_163332_010.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tl=t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09/20180920/20180920_164258_014.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09/20180920/20180920_164258_014.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


7 

 

 

4. 香港 8月出口貨值升逾一成 

  

香港政府統計處 9月 27日公布，8月香港整體出口貨值按年上升 13.1%，進口貨

值升 16.4%，錄得有形貿易逆差 521 億港元，相等於商品進口貨值的 12.2%。8

月整體出口貨值為 3,763 億港元，商品進口貨值 4,285 億港元。經季節調整的數

字顯示，截至 8月止的三個月與對上三個月比較，商品整體出口貨值上升 0.2%，

商品進口貨值也升 1.6%。相關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09/20180927/20180927_183841_9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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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20180927/20180927_183841_977.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09/20180927/20180927_183841_977.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
mailto:sckwong@hketco.hk
mailto:sckwong@hketco.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