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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經貿通訊》2019年第 6期 

（2019年 6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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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與五東盟國投資協定 6月 17日起生效 

 

香港與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的《投資協定》涉及香港和老撾、緬甸、新加坡、

泰國、越南五個東盟成員國的部分6月17日起生效；涉及餘下五個東盟成員國的

協定生效日期容後公布。投資協定生效後，老撾、緬甸、新加坡、泰國和越南會

給予香港企業在當地的投資公正和公平待遇，向投資實體提供保護和保障，並承

諾投資和收益可自由轉移。五個東盟成員國會在投資被徵收或因戰爭、武裝衝突

等事件引致投資損失時，按投資協定商訂的標準，給予在當地投資的香港企業相

關補償。東盟十個成員國為汶萊、柬埔寨、印尼、老撾、馬來西亞、緬甸、菲律

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相關新聞公布請參閱下列網址：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5/20190516/20190516_183521_415.html?type=

category&name=finance&tl=t  

 

2. 香港首季經濟增長 0.6% 

 

香港政府經濟顧問 5月 17日發表《2019年第一季經濟報告》，香港首季經濟放

緩，按年實質增長 0.6%，低於去年第四季的 1.2%。政府維持今年經濟增長 2%

至 3%的預測。經季節調整，首季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按季升 1.3%。基本消費物價

通脹率在第一季輕微下降至 2.7%。通脹短期而言料維持溫和。今年基本消費物

價通脹率和整體消費物價通脹率預測均維持在 2.5%。相關新聞公布請參閱下列

網址：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5/20190517/20190517_150212_453.html?type=

category&name=finance&tl=t 

http://www.hketco.hk/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5/20190516/20190516_183521_415.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tl=t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5/20190516/20190516_183521_415.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tl=t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5/20190517/20190517_150212_453.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tl=t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5/20190517/20190517_150212_453.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t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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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政府發售首批綠色債券 

 

香港政府綠色債券計劃下首批綠色債券成功發售，發行金額十億美元，年期五年，

於 5 月 28 日交收，並在香港交易所和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這批綠色債券獲超

過100個國際機構投資者認購，最終 50%分配予亞洲投資者、27%予歐洲投資者、

23%予美國投資者。按投資者類別計，29%分配予銀行；30%分配予基金經理、

私人銀行和保險公司；41%分配予主權基金、中央銀行和國際組織。相關新聞公

布請參閱下列網址：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5/20190522/20190522_114440_484.html?type=

category&name=finance&tl=t  

 

 

4. 香港競爭力排名全球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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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elopment，簡稱IMD）5月28日發表的《2019年世界競爭力年報》（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19），香港在全球63個受評估的經濟體中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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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全球第一位；「營商效率」

排名第二位；「經濟表現」方面排名第十位。受惠於政府在基建、創新科技、教

育等範疇增加投資，香港在「基礎建設」的排名輕微上升至第二十二位。相關新

聞公布請參閱下列網址：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5/29/P20190529004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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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s-ranking-2019/（英文網址） 

 

  

5. 智慧政府創新實驗室開幕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轄下智慧政府創新實驗室5月30日開幕，為香港政府不

同部門的公共服務和運作需要設立平台，邀請資訊科技界提交創新解決方案和產

品建議。創新實驗室位於數碼港，以「聯繫、啟發、共創」為目標，將政府部門

的服務需求與業界的優質解決方案聯繫起來，並為合適方案進行概念驗證和技術

測試，以便政府部門了解方案的效益和局限。創新實驗室會定期舉辦技術論壇和

主題工作坊，促進部門與業界交流和分享。首場技術論壇將於6月26日舉行，主

題為「智慧城巿基礎設施」。創新實驗室也會展示不同部門正測試或已成功驗證

的技術。相關新聞公布請參閱下列網址：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5/20190522/20190522_114440_484.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tl=t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5/20190522/20190522_114440_484.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tl=t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5/29/P2019052900442.htm
https://www.imd.org/wcc/world-competitiveness-center-rankings/world-competitiveness-ranking-2019/
https://www.imd.org/wcc/world-competitiveness-center-rankings/world-competitiveness-ranking-2019/
https://www2.smartlab.gov.hk/tc/index.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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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5/20190530/20190530_172905_525.html?type=

category&name=finance&tl=t  

 

 

6. 創科合作備忘錄簽訂 

 

機電工程署 6月 11 日與香港五所大學、七間科研機構簽訂合作備忘錄，建立策

略夥伴關係，共同支援香港各政府部門應用創新科技，以改善服務和提升效率。

合作內容包括推動使用網上創新科技協作平台、協助政府部門物色創科方案、促

進知識和經驗交流，藉以推動創科應用和發展。簽署合作備忘錄的大學有中文大

學、城市大學、理工大學、香港大學和科技大學，科研機構則有科技園公司、數

碼港管理有限公司、生產力促進局、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物流及供應鏈多

元技術研發中心、汽車零部件研究及發展中心、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有限公司。

相關新聞公布請參閱下列網址：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6/20190611/20190611_154136_067.html?type=

category&name=finance&t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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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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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8萬人，較上月增加

2 千人或 0.02%。4 月失業人數 43.7 萬人，較上月減少 1 千人或 0.22%。4 月失

業率 3.67%，較上月下降 0.01個百分點；經調整季節變動因素後之失業率 3.73%，

較上月上升 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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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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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發布景氣動向調查月報，儘管主要經濟體今年第

一季經濟表現優於預期，然在貿易緊張局勢未解的情況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5/20190530/20190530_172905_525.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tl=t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5/20190530/20190530_172905_525.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tl=t
https://inno.emsd.gov.hk/tc/home/index.html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6/20190611/20190611_154136_067.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tl=t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6/20190611/20190611_154136_067.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tl=t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44229&ctNode=5624&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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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與聯合國（UN）的最新經濟展望報告皆同步下修今年全球經貿成長

率，且表示若貿易爭端進一步升級，恐將使得全球經濟放緩程度加大，顯示全球

經濟成長前景仍有疑慮。在台灣方面，受到國際基本金屬價格走低、塑化原料需

求減弱、半導體供應鏈庫存調整，令製造業廠商對當月景氣看法轉為保守；服務

業方面雖 4月台股表現優異，然證券商因個股投資失利、住宿服務業者表現不如

預期、餐飲業營業額年增率下滑，拖累相關服務業對當月景氣看法轉為悲觀；營

建業方面受到預算款消化以及工程資金到位與原先預期有出入，且礙於電力能源

重大投資計畫因工程複雜度高、整合困難，影響營造業廠商對當月與未來半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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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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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日發布經季節調整後之 5月台灣製造業「採購經

理人指數」（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簡稱 PMI），下跌 3.5個百分點至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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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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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上月漲 0.15%，經調整季節變動因素後漲

0.06%；較去年同月漲 0.94%，1至 5月平均，較去年同期漲 0.51%。5月躉售物

價總指數（Wholesale Price Index，簡稱WPI）則較上月漲 0.78%，經調整季節變

動因素後漲 0.50%；較去年同月跌 0.23%，1 至 5月平均，較去年同期漲 0.50%。

詳細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442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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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發布 5 月「海關進出口貿易初步統計」。台灣 5 月出

口 277.2 億美元，較上月增 7.3%，較去年同月減 4.8%；累計 1至 5月出口 1,298.8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減 4.2%。台灣 5 月進口 232.2 億美元，較上月增 0.3%，較

去年同月減 5.9%；累計 1 至 5 月進口 1,137.8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減 1.2%。相

關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www.tier.org.tw/forecast/forecast.aspx
http://www.cier.edu.tw/pmi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44272&ctNode=5624&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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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of.gov.tw/Detail/Index?nodeid=281&pid=84576 

 

 

2. 台灣近期經貿措施及法規更新 

 

 台灣與奧地利簽署產業聚落合作備忘錄 

 

台灣與奧地利於 5 月 27 日簽署「台奧地利產業聚落合作備忘錄」，雙方擬透過

此一架構促進彼此產業聚落的鏈結，將能帶動更多實質產業及投資合作。相關新

聞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

ws_id=8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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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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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7月在香港舉行下列展覽會及會議：  

 

 7月 8至 11日「香港貿發局香港時裝節春夏系列 2019」  

https://bit.ly/2GQiFLx  

 

 7月 17至 23日「香港貿發局香港書展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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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17至 23日「香港貿發局香港運動消閒博覽 2019」  

https://bit.ly/2xM2Kv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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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vent.hktdc.com/t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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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mof.gov.tw/Detail/Index?nodeid=281&pid=84576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4735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4735
https://bit.ly/2GQiFLx
http://hkbookfair.hktdc.com/tc/index.html
https://bit.ly/2xM2Kv7
https://event.hktdc.com/tc/
mailto:Taipei.office@hktd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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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在香港舉行的會議及活動資訊 

 

 6月 14日「Hong Kong IoT Conference 2019」 

https://hkiotconference.com/2019/ （該活動只提供英文網頁） 

 

 6月 17至 18日「AI Impulse 2019 國際人工智能峰會」 

https://www.investhk.gov.hk/zh-hk/events/ai-impulse-2019.html 

http://www.aiimpulse.org/ 

 

 7月 11日 福布斯 30歲以下精英亞洲峰會「Forbes Under 30 Summit Asia」 

http://www.forbesunder30summitasia.com/（該活動只提供英文網頁） 

 

 8月 15-16日 「2019年國際法論壇」 

https://2019colloquium.aail.org/zh-hant/  

 

3.  編輯分享 

 

 「綠色郊野遊 感受香港的恬靜」 

https://www.hketco.hk/tc/news/media_report/global_views_monthly_2018/2019

06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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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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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 2–4月 2.8%
#
 

對外貿易 整體出口 (按年變動百分率) 2019年 4月 –2.6% 

物價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按年變動百分率) 2019年 4月 +2.9% 
#
 臨時數字 

 

如欲了解更多香港的經濟數據，請參閲以下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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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hkiotconference.com/2019/
https://www.investhk.gov.hk/zh-hk/events/ai-impulse-2019.html
http://www.aiimpulse.org/
http://www.forbesunder30summitasia.com/
https://2019colloquium.aail.org/zh-hant/
https://www.hketco.hk/tc/news/media_report/global_views_monthly_2018/20190601.html
https://www.hketco.hk/tc/news/media_report/global_views_monthly_2018/20190601.html
https://www.censtatd.gov.hk/home/index_tc.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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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失業率維持 2.8% 

 

香港政府統計處 5 月 20 日公布，2 月至 4 月經季節調整的失業率為 2.8%，與 1

月至 3 月相同。總就業人數增加約 4,600 人至 3,865,000 人；總勞動人口也增加

約 6,500 人至 3,977,300 人。相關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5/20190520/20190520_163419_755.html?type=

category&name=school_work 

 

 

3.  香港 4月通脹 2.9% 

 

香港政府統計處 5月 23日公布，4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 2.9%，高於 3月

的升幅 2.1%；剔除政府紓困措施影響，基本通脹率為 2.9%，也較 3 月升幅 2.6%

為高。相關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5/20190523/20190523_172208_620.html?type=

category&name=finance 

 

 

4. 香港 4月出口貨值跌 2.6% 

  

香港政府統計處 5月 27日公布，4月香港整體出口貨值按年跌 2.6%，進口貨值

跌 5.5%，錄得有形貿易逆差 351 億港元，相等於商品進口貨值的 9.8%。4 月商

品整體出口貨值為 3,215 億港元，進口貨值為 3,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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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整體出口貨值下跌 1.1%，

商品進口貨值也跌 0.3%。相關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5/20190527/20190527_164820_2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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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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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5/20190520/20190520_163419_755.html?type=category&name=school_work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5/20190520/20190520_163419_755.html?type=category&name=school_work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5/20190523/20190523_172208_620.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5/20190523/20190523_172208_620.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5/20190527/20190527_164820_257.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5/20190527/20190527_164820_257.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
mailto:sckwong@hketco.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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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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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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sckwong@hketco.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