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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專題

近年，歐洲新興市場正逐漸冒起，吸引不少

外商投資，與香港在貿易上亦越來越多聯繫。

今期《香港印刷》介紹歐盟28個成員國中的

三個新興市場—波蘭、捷克和匈牙利的市

場概況及與香港的貿易關係。

歐盟貿易政策

波蘭、捷克和匈牙利自2004年成為歐盟成員國

後，均奉行歐盟共同對外貿易政策和措施。歐

盟其中19個成員國已採用歐元為法定貨幣，包

括奧地利、比利時、塞浦路斯、愛沙尼亞、芬

蘭、法國、德國、希臘、愛爾蘭、意大利、拉

脫維亞、立陶宛、盧森堡、馬耳他、荷蘭、葡

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和西班牙。

配額

目前，波蘭、捷克和匈牙利對香港及中國內地

出口的紡織品和服裝，以及非紡織品均沒有實

施配額。

普惠制

歐盟新的普及特惠稅制於2014年1月1日生效。

在新的普惠制下，連續四年人均收入超過4,000

美元的國家，在出口貨品到歐盟時將不能再享

有關稅優惠。因此，享有關稅優惠的國家由176

個減少至不足80個。雖然中國仍然是受惠國，

但很多出口貨品已不能享受優惠待遇，如玩具、

電氣設備、鞋類、紡織品、木製品和鐘錶。至

於香港，自1998年5月1日起已全面排除在歐

盟普惠制之外。

反傾銷措施

歐盟已對中國內地一些產品啟動反傾銷程序。

現時，歐盟對多種源自中國內地的產品實施反

傾銷措施，其中包括兩輪腳踏車、兩輪腳踏車

零件、瓷磚、陶瓷餐具、廚具、緊固件、熨衣

板以及太陽能玻璃等，香港出口商宜密切留意。

截至2016年12月底，歐盟沒有對從香港進口

的產品實施反傾銷措施。

其他措施

為防止光肩星天牛的蔓延，歐盟於1999年7

月對源自中國內地的木質包裝材料實施緊急管

制措施，涉及的木材必須剝去樹皮，沒有大於

直徑三毫米的蟲蛀孔，或已烘乾至含水量低於

20%。

■ 資料來源： 香港貿易發展局研究部

 陳永健經濟師

歐洲新興市場概況—

波蘭、捷克、匈牙利

■ 波蘭、捷克和匈牙利都在2004年加入歐
盟，近年更成為歐洲充滿潛力的新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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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健康原因，歐盟已通過指令，限制手錶和

首飾等與人體皮膚接觸的物品使用鎳。繼1999

年12月通過緊急禁令後，歐盟亦通過一項指

令，永久禁止在部分 PVC 玩具和兒童護理用品

使用某些鄰苯二甲酸鹽，自2007年1月16日生

效。此外，歐盟還通過另一項指令，從2003年

九月起禁止銷售含有可釋出芳香胺的偶氮染料

的服裝、鞋履，以及其他紡織品和皮革製品。

另一方面，歐盟已通過多項涉及環保的指令，

對各類消費品和電子消費品的銷售帶來影響。

重要的例子包括2005年8月實施的《電器及

電子設備廢料指令》（下稱：WEEE 指令）和

2006年7月實施的《限制有害物質指令》（下稱：

RoHS 指令）。2008年12月3日，歐洲委員會提

出兩項議案，分別修訂這兩項指令。

修訂後的 RoHS 指令於2011年7月1日公布，

並於2013年1月2日起實施。與舊的 RoHS 指

令一樣，新指令繼續禁止電器及電子設備含有

六種有害物質。不過，自2019年7月22日起，

新指令將擴大原有指令的範圍，除有限度豁免

外，所有未納入舊有 RoHS 指令的電器及電子

設備均適用。

港商應關注及應對的另一項涉及電器及電子設備

廢料的重要法例，修訂後的 WEEE 指令於2012

年6月7日獲正式通過，並於2012年8月13日

實施。2014年2月14日前，成員國須將指令轉

化為該國法例。根據修訂後的 WEEE 指令，成

員國必須達致更高的回收／循環再造目標，例如

2016年及2019年的回收率分別達45% 及65%；

擴大措施範圍，基本上涵蓋所有電器及電子設

備；以及制訂生產商責任，促使業者採用較環保

的產品設計。

除了修訂 RoHS 指令和 WEEE 指令外，歐盟現已

實施一項新框架指令，旨在制訂能源相關產品的

環保設計要求。這項能源相關產品指令（ErP）與

其前身的耗能產品指令（EuP）不同，不再僅限

於電器及電子設備，並可能會涵蓋所有與使用能

源有關的產品，包括花灑頭及其他浴室裝置，以

及絕緣和建築材料。

歐盟《化學品註冊、評估、授權和限制法規》

（REACH 法規）亦於2007年6月生效。規例訂明，

歐盟的化學物質製造商和進口商（無論是單獨使

用，含於製劑或某些物品內），若每年生產或進

口該等物質一公噸或以上，必須收集物質特性的

全面資料，並在生產或輸入歐盟前註冊。

隨著新的玩具安全指令（第2009/48/EC 號指令）

於2011年7月20日生效，歐盟官方公報於2011

年8月11日公布兩項有關電動玩具的重要安全標

準參考資料（EN 62115:2005及其修訂標準 EN 

62115:2005/A2:2011），以及兩項有關玩具機械

及物理特性的過往標準和一項玩具可燃性標準。

RoHS 指令限制六種物質

Pb
鉛

Hg
水銀 Cd

鎘

Cr+6

六價鉻

PBB
多溴聯苯

PBDE
多溴聯苯醚

■ WEEE 指令要求製
造商在生產產品時，必
須考慮到產品廢棄後所
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
此為指令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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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香港對波蘭的總出口上升10%，達

至13億美元，而從波蘭的進口亦增長9% 至

3.45億美元。

● 為了吸引外國投資，波蘭政府推出多項優惠

措施，包括就業補助金及豁免房產稅，惠及

與汽車、電子產品和家居電器、航空、生物

科技、食品加工、現代服務及研發相關的項

目。投資環境及相關規例詳情，可參閱波蘭

信息與外國投資局 (PAlilZ)〈 http://www.

paih.gov.pl〉和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網站

〈research.hktdc.com/tc/〉。

● 2015年，流入波蘭的外國直接投資達75億

美元，當中2,510萬美元來自中國。中國對

波蘭的累計投資總額，由2006年的8,700

萬美元增加至2015年底逾3.52億美元。截

至2015年底，來自香港的直接投資總額為

4.187億美元，在波蘭的外來投資者中排第

波蘭市場概況
主要經濟指標

24位。不過，在亞洲投資者中，則居韓國及

日本之後。

經濟現況

波蘭是唯一從2009年到2016年 GDP 持續增長

的歐洲國家。自2015年起，波蘭經濟增長強勁，

除了因就業市場改善及投資活動增加，從而鞏

固內部需求、農業豐收及能源價格低企有助抑

制通脹外，融資成本下降以及政府推出鼓勵住

房投資的措施等亦是經濟增長的背後因素。

2015年 2016年（估計） 2017年（預測）

人口（萬） 3,800 3,800 3,800

國內生產總值
（GDP）（億美元）

4,750 4,670 未詳

人均 GDP（美元） 12,500 12,300 未詳

GDP 實質增長（％） 3.9 3.1 3.4

通脹（％） -0.7 -0.2 未詳

失業（％） 7.5 6.2 未詳

貨物出口（億美元） 1,910 1,940 未詳

出口增長（％） -9 +2 未詳

貨物進口（億美元） 1,890 1,930 未詳

進口增長（％） -12 +2 未詳

匯率：一美元兌4.08波蘭茲羅提（Polish zloty）（2017年1月27日）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盟統計局，波蘭中央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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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消費者和企業信心改善，以及失業

率下降，將繼續推動私人消費及投資，而利用

歐盟援助基金增加亦有助投資上升。在俄羅斯

繼續禁止多種農產品進口，以及歐盟經濟逐漸

復甦、歐洲鄰國需求溫和回升帶動波蘭出口等

因素互為影響下，預測2017年波蘭經濟可錄得

3.4% 的增長，較歐盟平均水平為高。

香港與波蘭的貿易

香港對波蘭的總出口，於2015年上升13%，

達12億美元；2016年再增10% 至13億美元。

2016年，主要出口產品包括電訊設備及零件

（佔總額41%）、供電路用的電力器具（10%）、

電動機械及器具（8%）、電腦（8%）、半導體

和電子管（5%）、玩具、遊戲及運動用品（5%）

以及電力機械及零件（4%）。

另一方面，香港從波蘭進口的產品總值，於

2015年 下 跌10% 至3.17億 美 元；2016年 上

升9% 至3.45億美元。2016年，主要進口產品

包括新鮮、冰鮮或冷藏肉及食用雜碎（佔總額

40%）、電訊設備及零件（9%）、預製或醃製肉

類及食用雜碎（8%）、以織物縫製的非針織女

裝或女童服裝（4%）、塑膠廢料、削皮和碎料

（3%）、新鮮、冰鮮或冷藏牛肉（3%）以及家

用型電動及非電動設備（3%）。

捷克市場概況
主要經濟指標

（百萬美元）

2015年 2016年

價值
增減

（％）
價值

增減

（％）

總出口 1,172 +13 1,293 +10

　本產出口 2 -30 1 -31

　轉口 1,170 +13 1,292 +10

進口 317 -10 345 +9

　其中轉口 127 +12 275 +116

貿易總額 1,489 +8 1,638 +10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香港貿易統計》

2015年 2016年（估計） 2017年（預測）

人口（萬） 1,050 1,060 1,060

國內生產總值（GDP）（億美元） 1,850 1,940 未詳

人均 GDP（美元） 17,570 18,330 未詳

GDP 實質增長（％） 4.5 2.2 2.6

通脹（％） 0.3 0.6 未詳

失業（％） 5.0 4.1 未詳

貨物出口（億美元） 1,310 1,430 未詳

出口增長（％） -11 +9 未詳

貨物進口（億美元） 1,220 1,330 未詳

進口增長（％） -10 +9 未詳

匯率：一美元兌25.33捷克克朗（Koruna）（2017年1月27日）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洲統計局、捷克統計局

由於一般貿易數字不包括離岸貿易，因此上述數字不

一定全面反映香港公司經營的出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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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香港對捷克的總出口下跌19% 至

7.17億美元，而從捷克的進口則下跌15%

至1.71億美元。

● 捷克是最成功吸引外商投資的中東歐國家之

一。2015年，該國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額

達12億美元。中國在捷克的累計外商直接

投資總額，由2006年的1,500萬美元增至

2015年底的超過2.24億美元。不過，來自

香港的投資卻甚少。

● 根據捷克2014年國家改革計劃，納米科技及

先進材料、汽車、航空航天、能源及環境、

生命科學、高科技機械工程、資訊及通訊科

技、商業支援服務和綠色運輸等產業被視為

刺激該國經濟增長的重點行業，在國家層面

實現歐洲2020策略的目標。

● 2015年5月，捷克對投資優惠政策的修訂

生效，引入新類型優惠，例如如向數據中

心及客戶支援中心提供援助，擴大對創造

就業機會和購置資產的補助，並取消若干

限制，例如現行法律對創造就業機會的規

限。投資環境及相關規例詳情，可參閱捷

克投資與工商業發展促進署（捷克投資署）

（Investment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Agency (CzechInvest)）〈 www.czechinvest.

org/〉和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網站〈research.

hktdc.com/tc/〉。

● 香港與捷克在2011年6月6日簽訂全面性避

免雙重徵稅協定，2012年1月24日生效，是

加強兩地經貿連繫、促進營商投資的重要一

步。

經濟現況

受惠於勞工市場穩定以及消費信心增強，捷克

的家庭消費開支穩步向上；消費開支增加，亦

帶動了商業投資。不過，由於歐盟共同融資的

投資活動顯著減少，令2016年上半年的商業投

資大減，因此，捷克的經濟增長估計由2015年

的4.5% 大幅放緩至2016年的2.2%。

隨著歐盟共同融資的投資活動轉趨穩定，加上

捷克政府實行擴張性財政措施，商業信心應會

有所提振。歐盟特別是德國市場需求轉強，加

上克朗匯價疲弱，將繼續為捷克出口帶來支持。

2017年，捷克經濟的增長步伐預料將會加快，

可達2.6%。

香港與捷克的貿易

香港對捷克的總出口於2015年上升10%，為

8.88億美元；2016年則下跌19%，至7.17億

美元。2016年，主要出口產品包括電訊設備及

零件（佔總額38%）、電腦（15%）、電力機械

及零件（7%）、供電路用的電力器具（7%）、辦

公室機器／電腦的零件及配件（5%）、電動機

械及器具（3%）、光學儀器及器具（3%）以及

玩具、遊戲和運動用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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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市場概況
主要經濟指標

近期發展

● 2016年，香港對匈牙利的總出口為17億

美元，上升9%，而從匈牙利的進口總額為

2.75億美元，上升22%。

● 匈牙利政府通過簡化業務流程及吸引外商投

資，大力提高該國企業的競爭力，並實施現

金補貼（來自匈牙利政府或歐盟基金）、免

2015年 2016年 2017年（預測）

人口（萬） 990 980 980

國內生產總值（GDP）（億美元） 1,210 1,170 未詳

人均 GDP（美元） 12,240 11,900 未詳

GDP 實質增長（％） 3.0 2.1 2.6

通脹（％） -0.1 0.4 未詳

失業（％） 6.8 6.0 未詳

貨物出口（億美元） 880 950 未詳

出口增長（％） -11 +8 未詳

貨物進口（億美元） 830 900 未詳

進口增長（％） -13 +8 未詳

匯率：一美元兌291.85匈牙利福林（Hungarian Forints）（2017年1月27日）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洲統計局

另一方面，2015年，香港從捷克的進口總額為

2.02億 美 元， 下 跌17%；2016年 為1.71億 美

元，下跌15%。2016年，主要進口產品包括電

動機械及器具（佔總額31%）、半導體和電子管

（13%）、玻璃器皿（11%）、供電路用的電力器具

（9%）、辦公室機器／電腦的零件及配件（7%）、

光學儀器及器具（3%）、電訊設備及零件（3%）

以及玩具、遊戲及運動用品（3%）。

（百萬美元）

2015年 2016年

價值
增減

（％）
價值

增減

（％）

總出口 888 +10 717 -19

　本產出口 1 -51 1 -21

　轉口 887 +10 717 -19

進口 202 -17 171 -15

　其中轉口 177 -18 147 -17

貿易總額 1,090 +4 889 -19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香港貿易統計》

由於一般貿易數字並不包括離岸貿易，因此上述數字

全面反映香港公司經營的出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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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額、低息貸款，以及減免地價等一系列優

惠措施。投資環境及相關規例詳情，可參閱

匈牙利投資促進局（Hungarian Investment 

Promotion Agency）〈 http://hipa.hu/main〉

和 香 港 貿 發 局 經 貿 研 究 網 站〈 research.

hktdc.com/tc/〉。

● 2015年，匈牙利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額

超過12億美元，其中中國佔2,300萬美元。

中國在匈牙利的累計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由

2006年的5,400萬美元增至2015年年底的

5.71億美元。不過，來自香港的投資卻甚少。

● 主要優先投資領域包括汽車、電子、共享服

務中心、資訊及通訊科技、食品、生命科學

和可再生能源。2011年實行的新塞切尼計劃

（New Sz chenyi Plan）是匈牙利經濟政策的

骨幹，目標是在10年內通過七個突破點創造

100萬個新職位，分別是醫療保健產業、綠

色經濟發展、住屋項目、推動企業發展與改

善營商環境、科學、創新與增長以及就業與

交通運輸。

● 香港與匈牙利在2010年5月12日簽訂全面

性避免雙重徵稅協定，2011年2月23日生

效，是加強兩地經貿連繫、促進營商投資的

重要一步。

經濟現況

由於俄羅斯經濟下滑，匈牙利對該國出口停滯

不前，加上受到難民危機持續困擾，估計2016

年匈牙利經濟增速減慢至2.1%。不過，國內私

營部門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以及大量公共工程

展開，均有助失業率回落。

展望未來，匈牙利將進一步得到歐盟撥款援助，

中央銀行亦向中小企業提供資金，投資氣氛將

會改善，而個人所得稅率劃一調低亦有助提振

國內需求。鑒於內部及外部需求轉強，預料

2017年匈牙利經濟增速將加快。

截至2016年底，歐盟沒有對從香港進口的產品

實施反傾銷措施。

香港與匈牙利的貿易

2016年匈牙利是香港在中歐和東歐的第二大出

口市場，僅次於俄羅斯。香港對匈牙利的總出

口在2015年增長甚微，但2016年則上升9%

至17億美元。2016年主要出口產品包括電訊設

備及零件（佔總額59%）、供電路用的電力器具

（13%）、電力機械及零件（5%）、辦公室機器

／電腦的零件及配件（5%）、電腦（5%）、半

導體和電子管（3%）以及光學用品（2%）。

另一方面，2015年香港從匈牙利的進口總額為

2.25億美元，下跌5% ； 2016年大升22% 至

2.75億美元。2016年，主要進口產品包括電訊

設備及零件（佔總額36%）、電力機械及零件

（18%）、電腦（13%）、半導體和電子管（6%）、

新鮮、冰鮮或冷藏肉及食用雜碎（5%）、電動機

械及器具（5%）、辦公室機器／電腦的零件及配

件（3%）以及供電路用的電力器具（3%）。▓

（百萬美元）

2015年 2016年

價值
增減

（％）
價值

增減

（％）

總出口 1,571 * 1,712 +9

　本產出口 2 -16 3 +63

　轉口 1,570 * 1,710 +9

進口 225 -5 275 +22

　其中轉口 198 -25 264 +34

貿易總額 1,798 * 1,987 +11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香港貿易統計》

由於一般貿易數字並不包括離岸貿易，因此上述數字

全面反映香港公司經營的出口業務。

* 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