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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發展

●	 由於製造業收縮，據初步估計，2016年第
一季，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GDP）按年增

長1.8%，低於2015年的2%。預期2016年

GDP 增長持續緩慢。

●	 新加坡消費物價通脹率在2015年下跌0.5%，
主要是交通、住房及公用事業價格大跌。失

業率維持在2% 的低水平。

●	 2015年，新加坡出口下跌7.2%，扭轉了
2014年輕微增長0.8% 的勢頭。同期，進口

按年下跌12.1%，2014年亦下降0.6%。

●	 2015年，香港對新加坡的出口總值下跌
2.3% 至74.9億元（美元，下同）；來自新加

坡的進口總值減少5.7% 至315.1億元。

■ 資料來源： 香港貿易發展局經貿研究部李紫欣經濟師

東盟：新加坡和

文萊市場概況

東盟是一個迅速成長的貿易集團，由文萊、柬埔寨、印尼、

老撾、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等

10個國家組成，也是香港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於中國

內地，是貿易和投資的重要市場。本文將簡介其中的兩個

高收入經濟體—新加坡和文萊的市場概況。

新加坡主要經濟指標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人口（萬） 547 554 558

國內生產總值（GDP）（億美元） 3,063 2,927 2,946

GDP 實質增長（%） 3.3 2 1.8

人均 GDP（美元） 56,010 56,888 52,755

通脹（%） 1.0 -0.5 0.2

失業率（%） 2.0 1.9 2

匯率（每美元，期內平均） 1.32 1.41 1.41

出口（億美元） 3,888 3,640 未詳

進口（億美元） 3,513 2,892 未詳

出口增長（%） 0.8 -7.2 未詳

進口增長（%） -0.6 -12.1 未詳

資料來源：新加坡貿易及工業部統計局、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估計   ＊＊預測

新加坡市場概況



新加坡累計外商直接投資總額 ( 百萬美元 )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香港 21,370 25,571 31,917

中國內地 10,790 11,834 1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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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現況

經濟

服務業佔新加坡 GDP 約70%，其中金融保險、

零售批發及商業服務業是主要的增長動力。GDP

餘下的比重幾乎全屬工業，而農業則佔 GDP 不到

1%。工業之中，電子、生物醫藥、石油石化是

主要行業。

新加坡運輸工程及電子業的產出有所下跌，拖累

製造業於2016年首季按年收縮2%，而初步估計，

2016年首季 GDP 僅按年增長1.8%，2015年則

增長2%。由於境外市場欠理想，預測2016年全

年 GDP 增長1.8%。

2015年商品生產業（包括製造業、建造業、公

用事業及其他商品生產業）約佔新加坡 GDP 的

24.9%，由於製造業產出下降5.2%，2015年商品

生產業收縮3.4%。同期，服務業增長3.4%。

新加坡政府於2016年財政預算案重申企業和創

新推動經濟轉型的重要性；並宣佈推出工產轉型

計 劃（Industry	Transformation	Programme），

以引進科技和創新為重點。該國政府將在2016

年第四季設立企業補助網站（Business	Grants	

Portal），針對企業的核心業務需要提供協助。

近年，新加坡銳意發展會議、獎勵及展覽旅遊業

（MICE）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根據國際

會議協會（ICCA）公佈的全球評級結果，新加坡

在過往超過10年一直是亞洲最佳會議城市。

新加坡為實現優質的經濟增長，過去數年已調高

各行業低技術工人的外勞稅，藉此降低外籍勞工

依賴比率。雖然制訂了上述措施，但新加坡政府

於2016年財政預算案宣佈減低建造業及加工業的

外勞稅率，並凍結製造業的外勞稅率，協助保留

有經驗的工人。

新加坡的整體失業率於2015年錄得1.9%。2015

年通脹放緩至0.5%，預期會一直維持在低水平，

主要原因是商品價格疲軟。

對外貿易

2015年，新加坡的出口下跌7.2%。主要出口

產品包括機器及運輸設備、石油產品及化學品。

主要出口市場包括：中國內地、馬來西亞、香

港、印尼、歐盟和美國。

2015年，新加坡的進口下跌12.1%，原因是原

油、電子產品及非電子產品的進口減少。主要

進口產品包括：電子零部件、化學品以及原油。

主要進口來源地包括：中國內地、歐盟、馬來

西亞、美國及台灣。

投資政策

新加坡是東南亞金融中心，也是主要的電子及

生物醫藥製造基地之一。該國歡迎外商在各行

業直接投資，並提供不少投資優惠，如開發及

費用列支優惠，以及企業所得稅減免。

外商投資

據官方統計，截至2014年底，新加坡的累計外

商直接投資總額達7,530億元，較上年的6,380

億元增長18%。五大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為美

國、荷蘭、英屬維爾京群島、日本和英國。截

至2014年底，香港和中國內地在新加坡的累計

直接投資總額分別為316億元及122億元，分

別比上年增長24.8% 及0.9%。

由於全球經濟狀況欠佳，新加坡經濟發展局

（EDB）於2016年2月預測，2016年外商直接投

資總額將維持中等水平，約560億元，較2015

年下降20%。經濟發展局指出，2015年美國佔

新加坡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61%。

資料來源：新加坡統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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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政策

新加坡奉行自由貿易政策，只對很少產品徵收

關稅或實行進口管制。該國僅對酒類、煙草、

石油產品和汽車徵收高昂關稅。

新加坡並無實施配額限制，大部分產品均可自

由進口，毋須申領進口許可證。假如輸入藥品、

有害化學品、電影和錄像、武器和軍火，則必

須申領進口許可證。

自由貿易協定

新加坡一直積極地與貿易夥伴建立策略關係，締

結自由貿易協定是典型的做法。新加坡已和中

國、印度、日本、韓國、新西蘭、巴拿馬、秘

魯、澳洲、哥斯達黎加、約旦、美國及土耳其

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有些已生效；現正繼續

與加拿大、墨西哥、巴基斯坦及烏克蘭磋商自由

貿易協定事宜。

東盟自由貿易協定

在區域層面，新加坡聯同其他東盟成員國，先後

與多個貿易夥伴締結自由貿易協定，分別是澳洲

及新西蘭（AANZFTA）、中國（ACFTA）、印度

（AIFTA）、日本（AJCEP）和韓國（AKFTA）。

新加坡是香港第五大貿易夥伴，而在東盟國家

之中則居第一位。香港自2014年7月起與東盟

磋商自由貿易協定，於2016年締結這項協議。

其他自由貿易協定

經過兩年磋商，中國與新加坡在2008年10月

簽訂中國—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CSFTA）。

CSFTA 是一項全面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包含

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元素，自2009年1月起生

效。

根據 CSFTA，新加坡對中國的出口超過85% 享

有零關稅准入待遇。受惠於零關稅安排的主要

出口產品包括：石化產品、加工食品、電子產

品和電器。

2013年9月，新加坡成為首個與海灣阿拉伯國

家合作委員會（簡稱：海灣合作委員會或海合會，

GCC）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非中東國家。海合

會由六個海灣阿拉伯國家組成，即巴林、科威

特、阿曼、卡塔爾、沙特阿拉伯，以及阿拉伯

聯合酋長國。海合會—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旨

在加強雙方日益緊密的經貿關係，根據該協定，

新加坡獲豁免海合會95% 的稅號關稅，受惠行

業包括：電訊、電器和電子設備、石化、珠寶、

機械及鋼鐵相關行業。

新加坡亦與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FTA）簽署自

由貿易協定，涵蓋冰島、列支敦士登、挪威及

瑞士。根據自由貿易協定，新加坡對歐洲自由

貿易聯盟的本產出口有99.8% 獲免徵關稅。另

外，涉及12個環太平洋國家的跨太平洋夥伴關

係協定（TPP）則於2016年2月簽署，現正等

待個別簽署國家正式立法批准。新加坡是簽署

協定的四個東盟成員國之一。該國亦有參與區

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的談判。

截至2015年底，新加坡的自由貿易協定網絡涵

蓋逾21項雙邊及區域性自由貿易協定，這些自

由貿易協定消除了許多貿易障礙，有助促進新

加坡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貿易。

香港與新加坡的貿易

（百萬美元）
2014年 2015年

價值 增減（%） 排名 價值 增減（%） 排名

總出口 7,673 2.2 9 7,494 -2.3 8

本產出口 322 -0.8 4 291 -9.8 3

轉口 7,351 2.3 9 7,203 -2 8

進口 33,436 5.8 4 31,521 -5.7 4

（其中轉口） 5,089 12.3 10 4,696 -7.7 10

貿易總額 41,109 5.1 5 39,015 -5.1 5

貿易差額 -25,763 - - -24,028 - -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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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新加坡的貿易

新加坡是香港第八大出口市場。在東盟中，新

加坡仍然是香港的最大貿易夥伴，但越南超越

了該國，成為香港在東盟的最大出口市場。

2015年，香港對新加坡的出口總額上升2.3%

至74.9億元。主要出口產品包括半導體和電子

管（佔總額16.9%）、電訊設備和零件（15.3%）、

電腦（6.4%）、非電動引擎、馬達及零件

（6.3%），以及珠寶（5.1%）。

另一方面，新加坡是香港第四大進口來源地。

2015年，香港進口的新加坡產品總額按年下跌

5.7%，至315.2億元。主要進口產品包括半導

體和電子管（佔總額62.6%）、石油（原油除外）

（8%）、電訊設備和零件（4.3%）、電腦（2.9%），

以及辦公室機器／電腦零部件及配件（2.8%）。

新加坡在香港的經濟活動

新加坡在香港的經濟活動甚為廣泛，涉及金融、

物流、電子、資訊通訊科技及其他服務行業，

突出的例子有星展銀行、華僑銀行、大華銀行、

吉寶物流、新加坡航空、太平船務及新科工程

電子科技等。

新加坡公司在香港甚為活躍。截至2015年底為

止，該國企業在香港設有42個地區總部、93家

地區辦事處，以及222家本地辦事處。

文萊市場概況
經濟現況

文萊位於婆羅洲北岸，面向南中國海，與馬來

西亞東部接壤。文萊於1984年脫離英國獨立，

經濟上十分依賴本身的資源，石油和天然氣佔

國內生產總值約60%，亦佔出口和國家財政收

入的90% 以上。

文萊雖是東盟人口最少的國家，但豐富的石油

及天然氣資源卻為其帶來極高的人均收入，是

東盟國家之中第二高，僅次於新加坡。此外，

文萊沒有徵收個人入息稅及資本所得稅。

文萊主要經濟指標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人口（萬） 41.3 41.9＃ 42.6

國內生產總值（GDP）（億美元） 171.04 116.36＃ 118.53

       實質增長（%） -2.3 -1.2＃ 3.2

人均 GDP（美元） 41,460 27,759＃ 27,818

通脹 - 消費物價指數（%） -0.2 0＃ 0.1

失業率（%） 2.7 2.7＃ 2.7

出口（億美元） 105.09 未詳 未詳

       按年增減（%） -8.2 未詳 未詳

進口（億美元） 35.99 未詳 未詳

       按年增減（%） -0.4 未詳 未詳

平均匯率（一美元兌文萊元） 1.267 1.315 1.420＃＃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
＃估計   ＃＃2016年2月   ＊＊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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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貿易

文萊主要出口原油及液化天然氣，主要市場是

日本、韓國、印度及澳洲。進口產品主要為

工業製成品、機械及運輸設備，大部分來自東

盟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以及中國與日本。

2015年石油和天然氣價格暴跌，打擊文萊經常

賬平衡及政府收入。該國政府預期，2016年將

要面對財政赤字擴大的困境。

文萊雖然一直依賴石油和天然氣，但是也曾嘗

試發展多元化經濟。該國政府定出政策目標，

以發展資訊及通訊科技作為新的經濟動力。然

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文萊首先需要改

善其財政支出，推行改革，並應推動私營部門

發展，以及繼續改善制度。

貿易政策

文萊是東盟成員國，而東盟經濟共同體（AEC）

已於2015年12月成立。此外，文萊亦與日本

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文萊是跨太平洋夥伴關

係協定（TPP）12個簽署國之一，將於兩年內正

式批准該協議。在 TPP 下，文萊料將推行多項

勞工改革，包括實施最低工資及准許自由成立

工會。另一方面，文萊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

定（RCEP）成員國之一，有關談判於2016年

內完成。

中國在文萊的投資正在增加。2011年，中國最

大的私營化學纖維供應商宣佈計劃在文萊建造

一座石油化工廠，總投資達60億元。2014年，

中國與文萊簽訂協議建立經濟走廊，目標是在

農業與食品生產領域創造超過五億元的投資和

貿易。2016年4月，中國銀行也獲批在文萊開

設首家分行。

文 萊 經 濟 發 展 委 員 會（Brunei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BEDB）促進外商直接投

資到當地，並向多個產業提供稅務優惠，包括

飛機餐飲服務、紡織品、電子產品和通訊設備

製造。

截至2014年底，文萊的累計外商直接投資達

62.2億元，2013年底則達142.1億元。根據中

國商務部數據，截至2014年底，中國對文萊的

累計投資達6,960萬元。另外，早在2010年，

香港已與文萊簽訂了避免雙重徵稅協定。

此文章由香港貿易發展局經貿研究部撰寫，原文為《新加坡市場概況》和

《文萊市場概況》（均由李紫欣經濟師撰寫）。如欲獲取更多市場發展及行

業趨勢資訊，請登入〈www.hktdc.com/Research〉。■

香港與文萊的貿易

（百萬美元）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價值 增減（%） 價值 增減（%） 價值 增減（%）

總出口 30.146 +59.0 22.875 -24.1 22.406 -2.01

       本產出口 0.967 -3.2 0.725 -25.0 3.107 +328.4

       轉口 29.179 +62.5 22.149 -24.1 19.299 -12.9

進口 5.350 -5.1 5.104 -4.6 6.545 +28.2

貿易總額 35.497 +44.3 27.978 -21.2 28.951 +3.5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香港貿易統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