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工商業
香港憑着低稅率、一流的基建設施、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
以及資金和資訊自由流通，贏得營商之都美譽。
同時，香港也是通往中國內地的重要門戶，
便利營商者聯繫全球其中一個增長最快的經濟體系。

香港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國際貿易和服務中心，也是高增值產品的生產基地。香港獲公
認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之一，又是進入內地龐大市場的策略性門戶。政府堅決奉行
自由貿易政策，致力在自由市場體制內便利工商業發展。香港特區不徵收任何關稅，對
外貿易亦只維持最低程度的管制。香港採取開放和自由的投資政策，積極鼓勵外來投資。

商品貿易表現
香港的對外貿易在二零一二年維持温和增長。年內，商品貿易總額達 73,465 億元，較二
零一一年上升 3.4%。港產品出口下跌 10.4%，總值 588 億元，而轉口貿易則較前一年上升
3.2%，總值 33,755 億元。進口貿易上升 3.9%，貿易總值為 39,122 億元。對外商品貿易統計
數字的摘要載於附錄六表 13。二零一二年，香港最大的貿易伙伴是內地，其次是美國和
日本。年內，按商品貿易價值計算，香港在全球貿易列強中排行第九位。

進口
二零一二年，電動機械、儀器和用具及零件進口共值 10,160 億元，佔進口總額的最大部
分，其次是通訊、錄音及音響設備和儀器 (6,267 億元 )，以及辦公室機器和自動資料處理
儀器 (4,094 億元 )。
內地、日本和新加坡是本港進口貨品的主要來源地，年內分別佔進口總額的 47.1%、8%
和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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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產品出口
二零一二年，港產品出口以首飾、金器及銀器，以及其他寶石或半寶石製成品為主，總
值達 89 億元，佔港產品出口總額的 15.1%。其他主要出口貨品包括原形塑料及非原形塑
料，電動機械、儀器和用具及零件，以及辦公室機器和自動資料處理儀器。
年內，內地、美國和瑞士是本港最大的出口市場，輸往這些地方的產品分別佔港產品出
口總額的 44.2%、11.5% 和 5.2%。

轉口
二零一二年，轉口貨品主要為電動機械、儀器和用具及零件，總值 9,142 億元 ( 佔轉口總
額 的 27.1%)， 其 次 為 通 訊、 錄 音 及 音 響 設 備 和 儀 器， 總 值 6,284 億 元 ( 佔 轉 口 總 額 的
18.6%)。轉口貿易的主要來源地為內地、日本和台灣，主要目的地則為內地、美國和日
本。

製造業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香港的離岸生產活動不斷擴展，令香港發展為策略控制中心，
擁有日益全球化的生產網絡。雖然經濟轉型，但二零一二年製造業就業人數仍達 112 000
人 ( 佔總就業人數的 3%)。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食品及飲品製造業是本港製造業中僱用最多人的行業，其次是
印刷及已儲錄資料媒體複製業。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製造業就業人數的分項數字載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的製造業就業人數
。
於圖 1圖1
圖1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的製造業就業人數
其他
30.1% (31 646)

食品及飲品
24.4% (25 684)

橡膠及塑膠產品
（家具、玩具、體育
用品及文具除外）
2.3% (2 373)
印刷及已儲錄資料
媒體的複製
16.5% (17 405)

金屬製品
（機械及設備除外）
3.1% (3 310)
藥品、醫藥化學劑和
植物藥材
4.2% (4 374)

電子
5.0% (5 265)

紡織品
5.1% (5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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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
服務業在過去十年蓬勃發展，在本地生產總值中所佔比重由二零零二年的 88.9%，上升至
二零一二年的 93.1%，服務業的就業人數佔總就業人數的 88.4%。香港已成為世界上以服
務業為主經濟體系中的表表者。二零一二年，香港的整體服務貿易額達 14,211 億元，以
服務貿易價值計算，香港在世界排名第十五。服務輸出總值達 9,769 億元，相等於本地生
產總值的 47.9%。二零一二年，以服務輸出總值計算，本港在區內排名第五，僅次於內
地、印度、日本及新加坡，並在世界排名第十一。本港在二零一二年輸出的服務主要包
括運輸及旅遊，分別佔二零一二年服務輸出總值的 33.3% 及 32.9%。本港是服務輸出淨額
盈餘地。二零一二年總服務貿易盈餘達 1,767 億元，運輸及旅遊分別錄得 1,119 億元和 864
億元的貿易盈餘。

外來直接投資
外來直接投資額，以及香港境外公司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和地區辦事處的數目，足證香
港在營商方面的吸引力。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表的《二零一二年世界投資報
告》
，香港是二零一一年亞洲第二大接受外來直接投資的經濟體系。政府統計處發表的
《二零一一年香港對外直接投資統計》顯示，香港於二零一一年的外來直接投資流入額達
7,518 億元。二零一一年年底，以市值計算的外來直接投資頭寸達 83,770 億元。外來直接
投資的來源地載於圖 2 ，中國內地是外來直接投資的最大來源地，佔二零一一年年底總頭
寸的 36.3%。香港企業集團註一的主要經濟活動載於圖 3 ，從事投資及控股、地產、專業及
商用服務的香港企業集團為最大部分，佔二零一一年年底總頭寸的 66.9%。
圖2

圖2

二零一一年年底按主要投資者國家 地區劃分的
二零一一年年底按主要投資者國家╱地區劃分的
香港外來直接投資頭寸（以市值計算）
香港外來直接投資頭寸 ( 以市值計算 )
新加坡

其他

2.2% (1,827億元)

9.7% (8,095億元)

日本

中國內地

2.3% (1,914億元)

36.3% (30,428億元)

美國

4.3% (3,588億元)
荷蘭

7.0% (5,897億元)
百慕大

7.1% (5,953億元)

英屬維爾京羣島
31.1% (26,068億元)
註一 企業可包括母公司、其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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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圖3

二零一一年年底按香港企業集團的主要經濟活動劃分的
二零一一年年底按香港企業集團的主要經濟活動劃分的
香港外來直接投資頭寸（以市值計算）
香港外來直接投資頭寸 ( 以市值計算 )
保險

其他活動

2.5% (2,107億元)

6.2% (5,224億元)

金融(銀行、投資及控股公司除外)
3.5% (2,943億元)
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
9.5% (7,990億元)
銀行

投資及控股、地產、
專業及商用服務
66.9% (56,007億元)

11.3% (9,500億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代表香港境外 ( 海外、內地和台灣 ) 母公司的駐港公司共有 7 250
家，其中有 3 883 家為地區總部或地區辦事處。

行政架構
工商及旅遊科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的工商及旅遊科，負責制定和協調有關下述範疇的政策和策略：
香港對外商貿關係、旅遊業、促進外來投資、會議及展覽服務、保護知識產權、為工商
業提供支援、促進貿易、保障消費者權益、促進競爭、郵政和氣象服務。工商及旅遊科
也負責統籌有關工業與貿易 ( 包括中小型企業 ) 和推廣服務業的政策和項目。該科的工作
由工業貿易署、投資推廣署、香港海關、知識產權署、香港郵政及香港天文台協助，同
時亦由多個駐海外的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提供支援。

工業貿易署
工業貿易署處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對外貿易關係，保障本港的貿易權益及利益，以及推
廣本港作為單獨關稅地區及國際自由貿易楷模的地位。
在本地層面，工貿署為本地工商組織及企業提供一系列的服務 ( 包括簽發產地來源證、出
入口貨品簽證和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 )，並支援本港各行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工貿署
又會在主要貿易伙伴入口法規有所改變時，向本地企業提供資訊和相關貿易資料。
此外，工貿署也統籌香港與內地就《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進行的
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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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推廣署
投資推廣署鼓勵並協助有潛力促進香港經濟發展的海外、內地及台灣公司在香港開設和
擴展業務。投資推廣署主力吸引從事香港佔有優勢的行業和產業的公司，並鼓勵跨國公
司把地區或環球總部及其他策略性的業務功能設於香港，以把握內地及其他地方的商
機。投資推廣署通過 14 個設於香港經貿辦、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 ( 台灣 ) 和駐北京辦
事處的投資推廣小組，以及投資推廣小組未能覆蓋的 13 個策略地點的海外顧問，在全球
各地舉辦投資推廣活動。

香港海關
香港海關實施各項貿易管制制度，管制範圍包括：簽發產地來源證 ( 包括根據《安排》簽發
的產地來源證 )；紡織品、戰略物品、藥劑產品及藥物、儲備商品、未經加工的鑽石及其
他受禁制物品的進出口，以及遵守《化學武器公約》的規定。香港海關也負責收取進出口
報關單、報關費及成衣稅，並就各項制度執行相關的法定管制工作。
香港海關又執行保護版權和商標的刑事法例及保障消費者的法例，藉以確保消費品安
全、商品的銷售資料準確，以及度量衡準則獲妥為遵守。

知識產權署
知識產權署轄下設有商標註冊處、專利註冊處、外觀設計註冊處和版權特許機構註冊
處。該署負責就保護知識產權的政策和法例提供意見，並向政府提供知識產權方面的民
事法律意見。此外，該署又負責加強公眾對知識產權的認識和尊重。

香港駐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
現時香港在海外主要城市共設有 11 個經貿辦，分別位於柏林、布魯塞爾、日內瓦、倫
敦、紐約、三藩市、新加坡、悉尼、東京、多倫多和華盛頓。除駐日內瓦經貿辦代表中
國香港，以世貿組織成員身分參與世貿活動，並以觀察員身分參與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 總部設於巴黎 ) 的貿易委員會外，其他十個經貿辦協助促進香港的經貿利益，包括與當
地具影響力的人士保持聯繫，增加他們對香港的認識；密切留意當地可能影響香港經貿
利益的各種發展動向，以及與工商界、政界、智庫和傳播媒介密切聯繫。經貿辦又定期
舉辦活動，提升香港的形象。
駐布魯塞爾經貿辦專責處理香港在歐洲整體的經貿利益，特別是與歐洲聯盟 ( 包括歐洲委
員會和歐洲議會 ) 的聯繫。該辦事處也負責促進香港與 15 個歐洲國家的雙邊關係。駐倫敦
經貿辦專責在九個國家代表香港的利益和促進雙邊關係，國際海事組織的香港代表辦事
處亦設於倫敦辦事處內。駐柏林經貿辦則負責促進香港和八個中歐及東歐國家更緊密的
經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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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華盛頓經貿辦專責在美國首都促進香港的利益。該辦事處與美國政府、國會和智庫保
持緊密聯繫，並密切留意可能影響香港與美國之間經貿關係的政策及法案。駐紐約及三
藩市的經貿辦則分別負責在美國東部 31 個州及西部 19 個州促進香港的經貿利益。
駐悉尼、東京和多倫多的經貿辦則負責促進香港與當地國家的雙邊經貿關係。此外，駐
悉尼經貿辦也負責新西蘭，而駐東京經貿辦也負責韓國的有關事務。駐新加坡經貿辦則
負責維繫香港與十個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國的雙邊經貿關係。
有關各經貿辦在海外舉辦推廣活動的詳情，請參閱本年報第十七章 ( 通訊、傳媒和資訊科
技 ) 有關“向世界各地推廣香港”的部分。

對外貿易關係
香港參與世界貿易組織
香港是世界貿易組織的創始成員，且自香港特區成立後，以“中國香港”的名義，繼續維
持在世貿組織中單獨成員身分。香港參與世貿組織，是為保持貿易自由化的動力和鞏固
以規則為本的多邊貿易制度。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世貿組織在卡塔爾多哈展開一輪多邊
貿易談判。這輪談判現時仍在進行，香港特區一直積極參與，致力為本港的服務業及工
業貨品尋求更大的市場空間。

區域經濟合作
香港繼續積極促進區域經濟合作。香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和單獨成員的身分，參與亞
太區經濟合作組織的事務。亞太經合組織屬區域論壇，讓各成員就經貿事宜進行高層次
對話和合作。財政司司長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分別代表香港出席於二零一二年九月
在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市舉行的第二十屆亞太經合組織經濟領導人會議及第二十四屆
亞太經合組織部長級會議。二零一二年，香港與亞太經合組織其他 20 個成員的貿易，約
佔本港外貿總值的 83%。
由亞太經合組織政策支援小組於二零一二年進行的評估顯示，亞太經合組織成員不斷朝
着亞太經合組織的目標 ( 即工業化經濟體系及發展中經濟體系分別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二
零年達到貿易及投資自由開放 ) 進發，但在若干範疇仍可作進一步改善。評估結果亦顯
示，香港在貿易和投資方面奉行自由、透明和開放的制度。
太平洋經濟合作議會屬非政府區域論壇，透過研究和討論政策事宜，推動太平洋區域的
貿易投資活動和經濟發展。參與的人士包括政府官員、商界領袖和學者。太平洋經濟合
作香港委員會負責就特區參與太平洋經濟合作議會的事務提供意見，並統籌有關工作。
年內，香港委員會積極參與該議會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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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香港是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屬下貿易委員會和金融市場委員會的觀察員。這兩個委員會
是探討國際貿易及金融服務政策的重要平台。

區域及雙邊貿易協定
為了讓香港的貨物和服務以更有利條件進入海外市場，政府繼續爭取與貿易伙伴簽訂對
香港有利、符合世貿組織規例以及有助多邊貿易自由化的自由貿易協定。二零一二年，
香港與智利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並一直積極尋求與東南亞國家聯盟建立更緊密經濟伙
伴關係，讓本地商界及投資者能以更佳條件進入東南亞市場，以及促進區域經濟融合。

與內地的聯繫及《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內地經濟貿易發展迅速，帶動了香港對外貿易及中介服務的增長，亦促進了兩地經貿合
作和融合。自內地與香港於二零零三年六月簽訂《安排》後，雙方簽訂了多份補充協議，
擴闊《安排》的涵蓋範疇和深化不同服務領域的開放措施。最新的《安排》補充協議九於二
零一二年六月簽訂。
內地自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起，對所有符合《安排》所商定原產地規則的香港產品，實施
進口零關稅優惠。截至二零一二年年底，已為約 1 740 項產品制定了《安排》原產地規則。
在服務貿易方面，共公布了 338 項開放及便利措施，涵蓋 48 個服務領域 註二。這些措施讓
香港服務提供者以優惠待遇進入內地服務行業。此外，因應內地擴大內需的政策，特區
政府協助港商開拓內地市場。二零一二年六月，政府推出了一項十億元的“專項基金”
，
協助企業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在內地拓展內銷市場。

促進和保護投資的雙邊協定
為確保海外投資者在香港的投資有足夠保障，並讓香港投資者在外地享有同樣保障，香
港與貿易伙伴簽訂了 17 份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二零一二年十一月，香港與俄羅斯聯邦
展開了有關投資協定的談判。

紡織品貿易
香港憑著地理優勢、擁有的專才和建立的網絡，發展成為世界級的紡織品貿易物流和採
購樞紐。同時，香港維持有效的產地來源管制措施，防止違規情況，以保障香港紡織品
貿易的利益。
註二 這些服務領域包括：會計、廣告、航空運輸、視聽、銀行、建築物清潔、計算機及其相關服務、建築及相關工程、會議及

展覽、文娛、分銷、教育、環境、專業技術資格考試、貨代、個體工商戶、保險、跨學科的研究與實驗開發服務、法律、
圖書館、博物館等文化服務、物流、管理諮詢、海運、市場調研、醫療、其他商業服務、專利代理、攝影、人員提供與安
排、印刷、公用事業、鐵路運輸、房地產、與科學技術相關的諮詢服務、研究和開發、公路運輸、證券及期貨、與製造業
有關的服務、與採礦相關的服務、與管理諮詢相關的服務、社會服務、體育、倉儲、技術檢驗分析與貨物檢驗、電信、旅
遊、商標代理、筆譯和口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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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打擊非法轉運紡織品的活動，香港海關在二零一二年視察工廠和檢查貨物共 4 096 次，
調查了 42 宗個案，並在各出入境管制站進行了 240 次突擊檢查紡織品行動，檢控了 40 名
違法者，判處的罰款共達 76 萬元。

戰略物品貿易
工業貿易署實施一套全面的進出口管制許可證制度，以監控進出香港的戰略物品。這套
制度可確保香港既能繼續獲得有助經濟持續發展的先進產品及技術，而又不會成為戰略
物品非法擴散的中轉地。此外，為落實執行《化學武器公約》
，工貿署也實施一套許可證
制度，監察涉及敏感化學品的活動。香港與貿易伙伴緊密合作，以掌握國際間有關戰略
物品貿易管制方面的最新發展，並確保香港的管制安排與貿易伙伴的管制制度互相配合。
二零一二年，香港海關調查了 178 宗未領許可證而進口或出口戰略物品的案件，檢控了 49
名違法者，判處的罰款共達 180 萬元，充公的戰略物品共值 12 萬元。

海關合作
香港海關一向積極參與世界海關組織和亞太經合組織海關程序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香港
海關與世界海關組織保持緊密聯繫，並借調了三名海關人員到比利時布魯塞爾的世界海
關組織守法及便利司、韓國首爾的世界海關組織亞太地區情報聯絡中心及泰國曼谷的世
界海關組織亞太地區能力建設辦公室工作，協助推動世界海關組織倡議的措施。
香港海關於二零一二年四月正式推行香港認可經濟營運商計劃。本地公司如能符合預設
的安全標準，便可獲海關認證為“認可經濟營運商”
，享有優先清關及減省查驗的便利。
香港海關亦正開展與其他海關當局訂立相互認可協議的工作，讓香港的“認可經濟營運
商”得享當地相應的清關便利。
香港海關與其他海關當局和執法機關保持合作，定期與內地及其他海關當局舉行雙邊會
議，以便交換情報和交流執法經驗，又與多個海關當局簽訂雙邊合作安排。

促進外來投資
年內，雖然全球經濟不景，投資推廣署仍協助了 316 家海外、內地及台灣企業在香港開設
或擴充業務，數字打破歷年紀錄。這些企業的直接投資總額約達 77 億元，並在開設╱擴
充業務首年內為香港創造約 3 000 個職位註三。
投資推廣署在二零一二年內舉辦或贊助了多項活動，包括亞洲金融論壇、亞洲出版協會
頒獎晚宴、香港國際藝術展、在東京及大阪舉行的“邁向國際

首選香港”推廣活動、國

際中小企博覽、亞洲投資回報會議及亞洲有線與衞星電視廣播協會會議。此外，投資推
註三 有關數字來自曾獲投資推廣署協助的公司提供的投資額和就業機會資料。部分公司並未披露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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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署與內地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省市 ( 包括廣東省、廣州、珠海和澳門 )，在莫斯科、布里
斯托爾和首爾等海外城市合辦投資推廣活動，推廣香港與內地經濟融合帶來的優勢。
投資推廣署在主要國際金融城市舉行一系列推廣活動，宣傳香港作為中國國際金融中心
的優勢，包括在紐約、芝加哥、洛杉磯、蘇黎世、日內瓦和盧加諾等城市進行推廣。投
資推廣署亦在多個經濟增長強勁的內地城市，例如武漢、唐山、西安、太原、南昌、汕
頭和厦門等地進行一連串推廣活動，發掘內地企業的對外投資潛力，當中包括舉行投資
推介會和針對個別行業的座談會。年內，該署完成了 62 個有關內地企業在香港投資的項
目，差不多佔市場已完成項目總數 20%。

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指在本港從事製造業而僱用少於 100 人的企業，或從事非製造業而僱用少於 50
人的企業。中小企業目前約有 308 000 家，佔本港私營企業總數 98% 以上，僱用逾 120 萬
人。為支援中小企業，政府設立了三項中小企業資助計劃，協助中小企業取得金融機構
的貸款、拓展出口市場，以及增強整體競爭力。
鑑於外圍經濟環境不明朗，以及企業 ( 特別是中小企 ) 可能因信貸緊縮而在融資方面遇到
困難，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於五月在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推出有時限的特別優惠
措施，以優惠的擔保費提供八成信貸擔保。政府就優惠措施提供 1,000 億元的信貸保證承
擔額。

促進創新科技
創新科技發展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政府銳意協助發展這項本港擁有明顯優勢的產
業。政府一直提供硬件和軟件支援，促進創新科技發展，並且匯聚“官產學研”各界別的
力量，發揮協同效應。

創新科技署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的創新科技署，引領香港成為以知識為本的世界級經濟體系。該
署負責制定和推行有關促進創新科技的政策及措施；支援應用研究和發展；支援科技轉
移和應用；促進科技創業活動；協助提供創新及科技的基礎設施和培養人才，以及推廣
國際承認的標準和合格評定服務，為香港的科技發展及國際貿易建立穩固基礎。

創新及科技基金
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可促進製造業及服務業提升科技水平和促進創新的應用研發項目。
截至二零一二年年底，該基金已撥款逾 70 億元，資助超過 3 000 個由科研機構和業界進行
的項目。二零一二年七月，創新及科技基金每個項目的資助上限由 2,100 萬元增加至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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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資助範圍亦擴大至涵蓋所有基金資助項目的原型 ／樣板製作及在公營機構 ( 包括政
府部門、公共機構及行業商會 ) 推行試用計劃。
該基金的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提供等額配對的資助金予新成立的小型公司進行研發
工作，把創新的科技意念轉化為有商業價值的產品或服務。截至二零一二年年底，計劃
已資助 359 個項目，撥款總額達 3.98 億元。政府於二零一二年四月，推出以下優化措施：
•

將每個項目的資助上限，由 400 萬元提高至 600 萬元；

•

擴展計劃至涵蓋已獲創業資金投資的公司；以及

•

擴闊資助範圍，以促進商品化工作，包括工業設計、原型測試和認證及臨牀試
驗。

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劃
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劃提升企業的科研文化，並鼓勵企業與本地科研機構加強合作。這
項二億元的計劃為企業對應用研發項目所作的投資提供現金回贈，適用範圍包括獲創新
及科技基金資助的應用研發項目，以及企業伙拍指定科研機構進行的項目。自二零一二
年二月一日起，現金回贈率由 10% 增加至 30%。截至二零一二年年底，計劃共批出超過
530 宗申請，現金回贈額達 3,600 萬元。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由政府資助，致力從事研發工作，藉以提升香港以科技為
本產業的水平，並促進這些產業的發展。該院設有資訊及通訊技術研發中心，集中進行
五個科技範疇的研究，包括通訊技術、企業與消費電子、集成電路設計、材料與封裝技
術及生物醫學電子。

研究及發展中心
政府成立的五所研發中心，推動和統籌有關選定重點範疇的應用研發工作，以及推動研
發成果商品化及技術轉移。該五所中心是：
•

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

•

應科院轄下的資訊及通訊技術研發中心；

•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

香港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心；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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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為提高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的研發能力和成本效益，該中心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與香港
生產力促進局合併。

與內地的科技合作
內地與香港科技合作委員會是高層次的督導委員會，提供平台讓國家科學技術部與香港
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攜手推動科技合作。在委員會二零一二年九月舉行的第七次會議
上，雙方同意積極推行中央政府於六月份公布有關加強內地與香港科技合作的政策措
施，包括鼓勵香港科研人員參與國家級科技計劃和申報國家人才計劃，以及啓動新一輪
香港“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的遴選新建工作。為協助香港“夥伴實驗室”提升科研
能力，創新及科技基金在二零一一╱一二年度至二零一五╱一六年度期間，會向每間香
港“夥伴實驗室”撥款最多 1,000 萬元。
自二零零四年開始，香港特區與廣東省兩地政府攜手推行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劃，以鼓
勵兩地的大學、科研機構和科技企業加強合作。計劃自推出以來，共撥款超過 2.5 億元，
資助44 個合作項目。二零一二年八月，粵港高新技術合作專責小組同意實施二零一二年
度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劃，以及在《粵港合作框架協議》下深化粵港科技合作。

宣傳推廣活動
創新科技署一年一度的“創新科技月”包羅多項活動，計有路演、展覽、研討會、工作
坊、嘉年華會、會議等，目的是在香港加強推廣創新科技的風氣。此外，該署亦與非牟
利機構及政府部門合辦多個科學比賽，藉以提高學生對創新科技的興趣，並透過創新科
技獎學金計劃嘉許本地傑出的大學理科生，鼓勵他們投身創新科技業。

保護知識產權
香港有健全的保護知識產權制度，通過周全的法例、簡便易用的註冊系統、嚴厲的執法
行動和富創意的公眾教育計劃，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工作上取得卓越成績，建立了良好聲
譽。

註冊
知識產權署致力為市民提供高質素和迅捷的註冊服務。該署提供多項電子服務，使商
標、專利和外觀設計的註冊及管理更有效率和更具成本效益。有關的註冊記錄冊以電子
格式存儲，讓公眾透過互聯網 (http://ipsearch.ipd.gov.hk) 隨時免費查閱相關資料，中英兼
備。此外，電子提交系統亦為知識產權擁有人及代理人提供既安全穩妥又簡便易用的環
境，讓他們隨時提交申請 (https://iponline.ip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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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擁有人或其代理人亦可使用該署的互動服務，直接更改一些載於註冊記錄冊上
有關其註冊及申請的詳情，系統並會即時更新儲存在註冊處的相關記錄。知識產權署的
電子服務，特別是電子提交服務，廣受用戶歡迎。二零一二年，分別有超過一半的商
標、專利和外觀設計申請透過電子方式提交。

商標
二零一二年，商標註冊處接獲 35 530 宗註冊申請。年內，獲註冊的商標共有 26 383 個，
較二零一一年增加 9.4%。總共有 109 個國家和地區提出註冊申請，主要包括：
香港

13 204

英國

826

內地

6 964

瑞士

727

美國

3 786

台灣

695

日本

2 818

德國

681

法國

876

英屬維爾京羣島

641

截至二零一二年年底，註冊記錄冊上共有 299 119 個註冊商標。

專利
《專利條例》訂明，以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英國專利局或歐洲專利局 ( 就指定英國的專利
而言 ) 批予的專利為基礎的申請，可獲批予標準專利。該條例也就短期專利的批予作出規
定，訂明經過本港對申請作形式上審查的程序後，有關專利便可註冊。二零一二年，專
利註冊處接獲 12 988 宗標準專利申請及 645 宗短期專利申請，共批出 5 035 項標準專利及
515 項短期專利，數字與二零一一年相若。
政府在二零一一年十月對專利制度展開全面檢討。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委任的諮詢
委員會經考慮公眾諮詢結果後，在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向政府提交檢討報告書。政府計劃
在二零一三年年初公布未來路向。

註冊外觀設計
二零一二年，外觀設計註冊處共接獲 2 552 宗申請，要求為 5 206 項外觀設計進行註冊。
年內，獲准註冊的外觀設計共有 4 549 項，較二零一一年增加 1.6%。

版權
根據《版權條例》
，文學作品、戲劇、音樂作品、藝術作品、已發表版本的排印編排、聲
音記錄、影片、廣播、有線傳播節目，以及表演者的表演，不論其版權擁有人屬何居
籍，均可獲得保護。依循國際慣例，條例並無規定版權擁有人必須註冊其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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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上屆立法會會期在二零一二年七月結束，一項相關的修訂條例草案亦告失效。政府
會繼續因應不同持份者的關注，在數碼環境中加強對版權的保護。

執法
香港海關負責執行保護知識產權方面的刑事法例，調查涉及侵犯版權和偽冒商標的舉
報；對所有光碟及母版製造廠實施發牌管制，以及打擊製造、分銷、售賣、進出口盜版
和偽冒商標貨品並管有侵權複製品作商業用途的活動。同時，香港海關也打擊網上侵權
和其他涉及銷售偽冒貨品的違法活動。
二零一二年，香港海關共偵破 116 宗侵權案件，拘捕 166 人，檢獲貨品 ( 大部分為盜版光
碟 ) 總值 700 萬元。香港海關採取行動對付街頭販賣盜版及冒牌貨品。除了針對性的掃蕩
行動外，海關人員到高危地區進行密集和高調巡邏，以防止及遏止街頭兜售盜版及冒牌
貨品活動。年內，香港海關偵破 438 宗偽冒商標案件，檢獲冒牌貨品總值 1.36 億元，拘捕
485 人。

海關與業界的伙伴關係
為了有效打擊盜版和冒牌活動，香港海關通過保護知識產權大聯盟和與代表版權及商標
擁有人的各個協會緊密聯繫，鼓勵業界給予支援和合作。

公眾教育
二零一二年，九個商會共 795 個零售商參加了知識產權署舉辦的“正版正貨承諾”計劃，
涉及 6 196 個銷售點。該署於二零一二年探訪了 111 間學校共 33 929 名學生，以推廣尊重
知識產權的觀念。該署亦透過研討會和展覽，推廣知識產權貿易的價值及保護知識產權
的重要性。

與內地有關部門合作
知識產權署在國家、地區和省級層面與內地有關部門緊密合作，推廣保護和管理知識產
權的工作。
香港海關與內地對口單位保持緊密合作，交流經驗和資訊，以偵查和檢控與知識產權有
關的罪行。香港和廣東省的海關當局定期採取聯合行動，堵截跨境走私侵權貨品的活
動。為了加強保護互聯網上的知識產權，香港海關與國家版權局訂立安排，就打擊互聯
網盜版行為提供行政互助，務求更有效保障知識產權擁有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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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國際組織活動
知識產權署參與各類國際論壇，包括世貿組織轄下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理事會及世界
知識產權組織的活動和會議。該署又代表中國香港出席多個國際及地區性的知識產權研
討會和會議。

專業服務發展資助計劃
政府在二零零二年推出一億元的專業服務發展資助計劃，以對等方式資助業界推行發展
項目，提高有關行業在外地市場的競爭力，並提高本港專業服務的水平。資助的項目包
括：能力提升計劃 ( 例如國際會議和培訓課程 )、巿場研究，以及推廣活動 ( 例如路演和展
覽 )。截至二零一二年年底，在 260 個獲資助的項目中，約有 37% 旨在增強本地專業服務
在內地市場的競爭力。

方便營商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為政府出謀獻策，制定和推行利便商界遵規的計劃及措施，在保障
公眾利益的同時，維持香港規管營商環境的競爭力。方諮會的成員既有商界、學術界、
專業界別和政界代表，也有相關決策局的高層政府人員。約有 30 個為各行各業簽發牌照
的政府決策局及部門參與“精明規管”計劃。該計劃旨在提升發牌制度的效率，使之更具
透明度，也更利於營商。
營商聯絡小組促進政府決策局及部門與主要商業界別的溝通，並協助處理在執行層面的
規管和發牌事宜。政府在“香港政府一站通”入門網站設立了營商諮詢電子平台 (http://
www.gov.hk/bizconsult)，方便商界查閱相關資料，多加了解各項可能影響營商的擬議規
則、行政措施及程序，並提出意見。該電子平台也有流動應用程式可供免費下載 (http://
www.gov.hk/tc/about/govdirectory/mobilesites.htm)。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轄下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的方便營商部，負責統籌“精明規管”計
劃，並為方諮會及其專責工作小組提供支援。

進出口文件
香港特區是一個自由港，對進出口文件訂有適切而恰當的規定，務求便利合法貿易。大
部分產品進出本港都無須領取許可證。產品如須申領進出口許可證，主要是為了履行國
際義務，保障公眾衞生和安全、保護環境、維護知識產權，或確保香港能繼續獲取高科
技技術和產品。
香港特區也實施產地來源簽證制度，方便本港貨品出口往海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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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貨物資料系統
香港海關的道路貨物資料系統，藉預先進行風險評估，便利道路貨物清關。付運人或其
代理人須在貨物進出口前，透過系統向香港海關以電子方式提交數項貨物資料。除了被
選定檢查的貨車外，所有使用該系統的跨境貨車均可在陸路邊境管制站使用無縫清關服
務。

多模式聯運轉運貨物便利計劃
多模式聯運轉運貨物便利計劃簡化了空陸及海陸聯運轉運貨物的清關程序。計劃屬自願
性質，有關的轉運貨物若由配備香港海關認可的電子鎖及追蹤裝置的貨車運載，一般只
會在貨物進入或離開香港時接受檢查一次 ( 如被抽查 )。

政府電子貿易服務
政府電子貿易服務系統讓業界以電子方式提交某些貿易文件，使他們以具成本效益和環
保的方式履行法律責任。政府委聘三個營辦商提供有關服務，在二零一二年處理了約
2 100 萬宗交易。

貿易及工業支援服務
香港貿易發展局
香港貿易發展局根據《香港貿易發展局條例》成立，旨在促進、協助和發展香港與香港以
外地方的貿易，尤其是出口，以及就該局認為可達致香港貿易增長的任何措施，向政府
作出其認為適合的建議。該局在全球設有逾 40 個辦事處，其中 11 個設於內地，協助香港
企業，特別是中小型企業拓展內地及海外業務，以及汲取市場資訊和有用技術。
貿發局也致力鞏固香港作為亞洲區內國際會議及展覽中心的地位。二零一二年，該局舉
辦了逾 30 個展覽會，其中有九個是亞洲同類展覽中最大型，有三個更是全球同類展覽中
規模最大。
貿發局針對內地市場，集中推廣香港作為專業服務中心、創意服務中心、金融服務中
心、物流中心、內地企業拓展環球商機的合作伙伴，以及時尚產品的供應中心。面向傳
統市場，該局既致力推廣香港產品品質可靠、設計時尚及符合國際環保及安全標準等特
質，亦大力宣傳香港的專業服務。至於新興市場，該局一方面充當先頭部隊，評估這些
市場的發展潛力，另一方面建立香港產品形象，協助中小型企業尋找商機。

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
根據法例成立的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就香港出口商因商業或政治事件未能收回款項的
風險提供保障，藉以鼓勵及支持香港出口貿易。信保局根據保險合約所負並獲特區政府
保證承擔的或有法律責任由 300 億元增至 400 億元一事，已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刊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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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局須根據《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條例》營運，並且奉行有關政策，確保所得收入足以支
付一切可恰當地在收入帳報銷的開支。
二零一二年，信保局受保出口總值達 950 億元，較二零一一年增加 9.2%。保費總收入為
2.825 億元，微跌 0.3%。實付賠償為 8,560 萬元，上升 105.3%。
鑑於海外市場前景不明朗，信保局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加推措施，協助香港出口商與海外
買家進行貿易。信保局為低營業額的公司提供特別條款的保單和保費折扣，以及伸延承
保範圍，為香港出口商在中國內地或其他市場擁有大多數股權的子公司與其買家的銷售
合約，提供保障。此外，信保局亦延長豁免保單年費一年至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香港科技園公司
香港科技園公司致力為以科技為本的公司提供一站式的基礎支援服務，透過培育計劃培
育新成立的公司，在科學園內為應用研發提供設施和服務，以及在工業邨內為製造及服
務業界提供土地。
科學園位於沙田，佔地 22 公頃，是政府為落實把香港發展為區內創新中心而設的旗艦基
建設施。第一期和第二期已落成，95% 已經出租。第三期預計在二零一四年年初至二零
一六年間投入服務。綜合三期的發展，科學園可為本地及海外從事電子、資訊科技和電
訊、生物科技、精密工程及環保科技公司，提供 33 萬平方米的總樓面面積作科研用途。
科技園公司亦管理三個工業邨，分別位於大埔、元朗及將軍澳，總面積達 217 公頃，提供
具備公用設施的土地給採用嶄新或經改良技術和工序而不能在多層大廈內運作的公司使
用。科技園公司會繼續為工業邨推行活化措施，以應付經濟轉型所帶來的挑戰和把握當
中的機遇，協助擴闊香港的產業基礎。
科技園公司推行培育計劃，培育新成立的科技公司，在公司創業初期最關鍵的數年，提
供租金、市場推廣、財務和技術方面的支援。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致力提升香港企業的生產力。該局把重點放在香港和珠三角地區的製
造業及服務業，涵蓋的四個範疇分別是生產科技、資訊科技、環境科技和管理系統。該
局透過提升技術和改良工序，協助本港製造業邁向高增值。生產力促進局亦致力推廣綠
色生產，不斷引入新技術，協助製造商符合香港、內地及其他國家的環保要求。此外，
該局也持續推動香港和內地在科技上緊密合作，協助創新產業把握新商機，從而增強本
港工商界和製造業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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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商組織
香港工業總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總商會、香港中華總商會和香港中華出入口
商會均致力促進商會成員的利益和聯繫。此外，香港也有不少代表個別行業或利益的商
會，以及其他國家的駐港商會。

檢測和認證業的發展
香港檢測和認證局就檢測和認證業的整體發展策略向政府提供意見。該局成員來自檢測
和認證業、商界、專業團體、相關公營機構和政府部門。
政府一直與檢測和認證局緊密合作，推行該局於二零一零年三月提出的三年產業發展藍
圖。有關發展藍圖旨在從整體上提升認可服務和產業生產因素 ( 即人力資源、技術、資金
及土地 )，以及在四個選定行業 ( 中藥、食品、建築材料及珠寶 ) 促進檢測和認證服務的發
展，包括中藥材真偽檢測、食物衞生管理系統認證、建築物料認證，以及為兩類翡翠制
定標準檢測方法等。該局亦於二零一二年五月成立兩個新小組，與業界在環保和資訊及
通訊科技領域探索新商機。
內地正逐步向香港的檢測機構開放市場。目前，內地允許香港的合資格實驗所，為 22 類
須按中國強制性產品認證制度認證並在香港加工的產品進行檢測。在二零一二年六月簽
署的《安排》補充協議九，更以廣東省為試點，把香港檢測機構可提供認證服務的範圍擴
展至食品類別。
創新科技署轄下的香港認可處按照國際標準運作，積極參與國際及地區認可組織的活
動，通過簽訂多邊互認協議，使獲認可處認可的機構所進行的測試、校正、認證和檢驗
的結果，獲全球各地廣泛接納，利便各類跨境商貿活動。

標準及校正服務
創新科技署的標準及校正實驗所是保存香港物理測量參考標準的官方機構，並提供可溯
源至國際單位制的全面校正服務。實驗所是國際計量委員會互認協議的簽署成員之一，
其校正證書獲國際承認。
產品標準資料組發放有關標準文件的資訊，並設有一個產品標準圖書館，提供出售標準
及與標準事宜有關的免費技術諮詢。該組代表香港特區參與地區及國際標準化機構，並
鼓勵本地專家參與國際標準化活動，包括參與國際標準化組織制定國際標準的工作。此
外，該組也擔任世界貿易組織《技術性貿易壁壘協議》下的港方諮詢點及通知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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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與工業教育訓練
在二十一世紀以知識為本的經濟體系中，擁有各類優秀人才是成功的關鍵。本港設有各
種專上教育及培訓課程。職業訓練局為離校學生和成年學員提供全面的職業教育訓練。
職訓局並推行新科技培訓計劃，資助僱主保送員工學習新科技。製衣業訓練局轄下設有
兩個訓練中心，專門為製衣業和鞋履業培訓人才。

保障消費者
消費者委員會
消費者委員會是法定組織，專責保障和促進消費者在購買貨品、服務和在購買、抵押或
承租不動產方面的權益。消委會 22 名成員 ( 包括主席及副主席 ) 來自社會各階層，由行政
長官委任 ( 委任副主席及成員的權力已轉授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
消委會提供的服務包括：測試消費品、進行市場調查、監察物價、處理投訴及查詢、就
各項消費者保障議題向政府及公共機構提供意見、進行消費者教育，以及發放消費者資
訊。消委會也管理消費者訴訟基金，協助消費者透過法律途徑尋求補償。
消委會致力透過產品測試和市場調查，為消費者提供客觀和最新的貨品及服務資訊，協
助他們作出精明選擇。年內，消委會完成了 43 項產品測試、27 項調查和 25 項深入研究。
消委會出版的《選擇》月刊，向消費者發放產品測試和調查研究的結果，以及提供有關的
實用資訊和建議。消費者可透過印刷本、互聯網、家居固網電話和流動電話閱覽《選擇》
月刊。
二零一二年，消委會通過熱線電話系統、七個諮詢中心和互聯網網站，接獲 27 326 宗消
費者投訴和 104 909 宗查詢。
消委會亦監察營商手法，以及回應涉及競爭而可能影響消費者權益的事項。年內，消委
會就多項議題進行研究，例如強制性公積金收費和表現及新鮮豬牛肉價格，並就規管一
手住宅物業銷售、制定香港的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私營骨灰龕發牌制度和競爭法等不
同課題，向政府提交意見。消委會又公布了一份有關標準格式消費合約不公平條款的報
告。
二零一二年，消委會為傳媒和公眾 ( 包括學生及“第三齡”人士 ) 舉辦多個獎項活動，藉以
加深市民對消費者權益的認識。消委會與海外和內地的消費者組織保持密切聯繫，並與
他們攜手處理旅客就購物消費作出的投訴，並研究措施以提高消費者權益。為保障內地
旅客在港消費購物的權益，消委會已與內地多個主要省市簽署諒解備忘錄，加強跨境購
物消費的保障。消委會設立了“精明消費香港遊”網站，為內地旅客提供內容廣泛的消費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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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保障消費者的法例
香港海關進行突擊檢查和調查，確保在香港出售的玩具、兒童產品及消費品符合安全標
準，並確保按重量或其他度量銷售的貨品，其重量或度量準確；並防止就貨物作出虛假
商 品 說 明 及 失 實 陳 述。 二 零 一 二 年， 香 港 海 關 共 進 行 了 9 487 次 突 擊 檢 查， 另 調 查 了
2 381 宗個案。
政府化驗所提供分析及諮詢服務，協助香港海關執行保障消費者的法例。二零一二年，
化驗所進行了 33 940 項測試，檢定多款玩具、兒童產品及消費品，以確定這些產品符合
相關的安全標準。化驗所亦測定零售商品的重量。化驗所人員也按需要到現場檢查商業
用的度量衡器具的準確性，以協助當局根據《度量衡條例》進行執法行動。化驗所另就根
據《商品說明條例》展開的調查，進行 6 396 項測試，鑑別商品的真偽及所標示的商品說明
是否真確。

檢討有關保障消費者的法例
《2012 年商品說明 ( 不良營商手法 )( 修訂 ) 條例》於二零一二年七月獲立法會通過，把一些
常用於消費者的不良營商手法刑事化，包括就服務作出虛假商品說明、誤導性遺漏、具
威嚇性的營業手法、餌誘式廣告宣傳、先誘後轉銷售行為，以及不當地接受付款。該條
例亦引進一項民事機制，鼓勵商戶守法和制止已知悉的違法行為。該條例並訂明私人訴
訟權。
香港海關是上述條例的主要執法機關，而通訊事務管理局亦有共同管轄權，就《廣播條
例》及《電訊條例》下的持牌人作出與根據相關條例提供電訊或廣播服務有直接關連的營
業行為執法。當局在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公布《2012 年商品說明 ( 不良營商手法 )( 修訂 ) 條
例》的執法指引擬稿，進行公眾諮詢，以期於二零一三年內實施該條例。
《禁止層壓式計劃條例》在二零一一年十二月獲立法會通過，並已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生效。

瀕危物種的貿易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旨在執行《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的規定，規管進
口、出口、再出口、從公海引進或管有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禁止進口、出口和再出口
高度瀕危物種作商業用途。至於瀕危程度較低的物種，則須符合簽證規定才可進行國際
貿易。
上述條例由漁農自然護理署實施，並由該署和香港海關共同執行，違例者最高可被判罰
500 萬元及監禁兩年。二零一二年，當局共簽發 25 909 張許可證及證明書，並進行了 135
項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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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改造生物的貿易
《基因改造生物 ( 管制釋出 ) 條例》旨在執行《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
書》
。條例規管向環境釋出及越境轉移基因改造生物。根據條例，向環境釋出或輸入擬向
環境釋出的基因改造生物，須事先獲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核准。包含基因改造生物的付
運物品，在輸入或輸出時須附同訂明文件。

網址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www.cedb.gov.hk ( 連結至有關部門和機構 )
消費者委員會：www.consumer.org.hk
環境局：www.en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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