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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歐洲新興市場正逐漸冒起，吸引不少外商投資，跟香港在貿易上亦越來越多

聯繫。上期《香港印刷》介紹了同屬歐盟成員國的三個歐洲新興市場—波蘭、

捷克和匈牙利，今期將簡介俄羅斯和土耳其的市場概況及與香港的貿易關係。

近期發展

‧	2016年，香港對俄羅斯的出口總值為20億

美元（下同），上升22％；同期從俄國的進

口總值為6.88億元，下跌9％。

‧	為了促進投資以達致經濟多元化，俄羅斯政

府推出一系列優惠措施，在能源效益、核子

工程、太空科技、醫藥及資訊科技業開發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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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和土耳其

俄羅斯市場概況
主要經濟指標

2015年 2016年（估計） 2017年（預測）

人口（億） 1.435 1.434 1.434

國內生產總值（GDP）（億美元） 13,260 12,680 未詳

人均 GDP（美元） 9,200 8,800 未詳

GDP 實質增長（％） -3.7 -0.8 1.1

通脹（平均％） 15.5 7.2 未詳

失業率（％） 5.6 5.8 未詳

貨物出口（億美元）　 3,410 2,600 未詳

增長率（％） -31 -24 未詳

貨物進口（億美元） 1,930 1,670 未詳

增長率（％） -37 -13 未詳

匯率：一美元兌60.44俄羅斯盧布（2017年1月27日）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俄羅斯聯邦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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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和新技術的投資者可以受惠。主要優惠

措施包括免除利得稅／財產稅／增值稅、降

低社會保障供款率以及特別海關程序。公司

進行合資格的研發活動，可享受研發費用

150％的加計扣除優惠，以降低企業應納稅

所得額或增加遞延稅項資產。

‧	其他鼓勵發展及投資的重點領域包括醫

藥、房地產、創新與科技、基建、鋁、鋼

鐵、鉛、鉑族金屬、貴金屬、鎳、銅、

鋅、煤、電訊、運輸、農業、食品及天然

氣。投資環境及相關規例詳情，可參閱俄

羅斯投資促進中心 (Center	for	Investment	

Promotion	(INVEST	IN	RUSSIA))〈 http://

cn.investinrussia.com/〉和香港貿發局經貿

研究網站〈http://research.hktdc.com/tc/〉。

‧	2015年，流入俄羅斯的外商直接投資超過

98億元，其中中國佔逾29億元。中國對俄

羅斯的累計直接投資額，由2006年的9.30

億元上升至2015年底的140億元。香港在俄

羅斯的投資額卻甚少。

‧	除了已於2010年6月生效的《航空運輸服務

收入協定》（詳情可瀏覽：http://www.ird.

gov.hk/chi/tax/dta_air.htm），香港與俄羅

斯於2016年1月18日簽署的《全面性避免

雙重課稅協定》已於2016年7月29日生效。

此外，香港與俄羅斯現正磋商《促進和保護

投資協定》，以進一步推動雙方的投資與貿易

往來。

經濟現況

受油價和其他商品價格疲軟拖累，加上盧布急

跌以及利率飆升，俄羅斯經濟形勢仍然嚴峻。

隨著貨幣大幅貶值及投資下滑，國內消費疲弱，

而且俄國與西方在烏克蘭問題上對峙，制裁與

反制裁不斷升級，是經濟持續受損的一大主因。

更有甚者，盧布匯價疲弱一度令俄羅斯的信貸

評級下跌，增加了該國外債的違約風險，加上

財政緊絀，俄羅斯經濟於2016年收縮0.8％。

展望將來，隨著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預料資

金撤離俄羅斯的情況將會加劇。而且，西方國

家對俄羅斯的制裁延續，將繼續令出口及投資

受壓。不過，鑒於石油和商品價格可能回穩，

預測2017年俄羅斯經濟可溫和增長1.1％。

貿易政策

俄羅斯的商業和貿易體制已經開放不少。現在

俄羅斯企業及個人均可從事貿易，毋須辦理特

別的登記手續，和以往的嚴格管制大有分別。

他們可以自由進口幾乎所有產品，只有少數產

品如一些戰略物品仍然實施進口許可證和其他

管制，但是這些產品與港商關係不大。

俄羅斯根據《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

（Harmonised	Commodity	Descr ipt ion	and	

Coding	System）來決定海關稅則分類。所有進

入該國關境的貨物必須向俄羅斯聯邦海關當局

申報。報關單須於貨物送抵海關當局後15天內

提交。貨物進入俄羅斯關境時須向當局繳納相

應的關稅。

進口及出口關稅可以是按貨物的海關估價的某

個百分率計算（即從價），或以歐元按貨物的計

量單位計算，及／或上述兩者的混合計算，不

過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徵收從價關稅，即按貨

物的海關估價某個百分率徵收。大部分港商經

■ 如想了解更多投資方向、項目及相關
資料，可瀏覽俄羅斯投資促進中心的網頁

〈http://cn.investinrussia.com/〉。



香港印刷業商會

032

█

香
港
印
刷
第 

期
122

行業專題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90 gsm

營的消費品，例如成衣、家用五金製品、電子

消費品、鐘錶及珠寶，適用關稅率介乎5％至

20％。另一方面，石油產品、銅和鎳等數種商

品以及用這些原材料製造的產品均須徵收出口

關稅。另外，俄羅斯甚少以反傾銷程序針對香

港產品。截至2016年12月底，俄羅斯沒有對

來自香港的進口產品實施反傾銷措施。

除進口關稅外，大多數進口產品及服務均須計

徵增值稅。自2004年1月起，標準增值稅率由

20％減至18％。另一方面，地區銷售稅已完全

廢除。同時，基本食品及兒童用品則採用較低

的10％稅率，而某些產品及服務，例如金融服

務及轉口貨物等均獲豁免增值稅。

大多數進口貨品包括消費品，必須符合適用

的俄羅斯安全標準。貨物進入關境時通常需

要出示的證書是由俄羅斯聯邦標準和計量委

員會（Gosstandart，簡稱 GOST）或其認可

機構發出的合格證書（GOST	R	Certificate	of	

Conformity，簡稱 CoC）。

經過19年的談判後，俄羅斯於2012年8月22

日加入世貿。俄羅斯其中一項入世承諾是降低

多類產品的關稅，把整體關稅的上限（即世貿

所允許的、任何成員國從另一成員國進口貨品

時所徵收的「約束關稅稅率」或最高關稅稅

率），自2011年起由平均10％調低至7.8％。

特別值得港商關注的是，電腦硬件及周邊設備、

電訊設備、半導體製造設備、某些半導體及電

子零部件等資訊科技產品，均於俄羅斯加入世貿

七年後獲豁免進口關稅。

除降低關稅外，俄羅斯亦承諾改善其貿易環境及

法規，例如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實施世貿與成

員國簽訂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自

加入世貿當日起，該國在採納會影響貨物或服務

交易、知識產權的法例前，必須刊登相關法例，

並提供最少30天的諮詢期讓成員國發表意見。此

舉可令俄國的法規體制及執法程序更公開及更易

預知。

服務行業方面，俄羅斯簽署了一般協議，承諾繼

續對外國企業開放其服務業市場。例如，俄羅斯

入世四年後，將取消外資不得持有電訊公司逾

49％股權的限制。同時，外國保險商、銀行及分

銷商亦可更易進入有1.46億人口的俄羅斯市場。

另一方面，俄羅斯、白俄羅斯及哈薩克在2009

年11月就成立關稅同盟簽訂一籃子協議，由

2010年7月初開始實行共同對外關稅，並於

2012年1月1日建立「共同經濟空間」，讓貨物、

服務、資金及勞動力在這三個成員國之間自由流

通。其後，白俄羅斯、哈薩克及俄羅斯領袖於

2014年5月29日簽署條約，成立「歐亞經濟共

同體」，條約於2015年1月1日生效。亞美尼亞

及吉爾吉斯亦分別於2014年10月9日及2014年

12月23日簽署加入共同體的條約，並於2015年

1月2日及2015年8月12日正式加入。

香港與俄羅斯的貿易

2015年，香港對俄羅斯的總出口為16億元，下

跌29％；2016年為20億元，上升22％。2016	年，

香港出口到俄羅斯的產品主要有電訊設備及零部

件（佔總額54％）、電腦（16％）、半導體及電子

管（4％）、玩具、遊戲及運動用品（3％）、供電

路用的電力器具（2％）、辦公室機器／電腦的零

件和配件（2％）、電動機械及器具（2％）以及

電力機械及零件（2％）。

■ 大多進口俄羅斯的貨品，都需
要出示相關的證書，證明符合俄
羅斯安全標準，圖為符合 GOST
標準的產品合格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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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2015年，香港從俄羅斯輸入的產品

總值為7.53億元，下跌39％；2016年為6.88

億元，下跌9％。2016年，香港從俄國進口的

產品主要是銀及鉑金（佔總額38％）、珍珠、

寶石及半寶石（26％）、未黏結的煤（12％）、

預製或醃製肉類及食用雜碎（4％）、鐵及鋼棒、

杆、角材、型材及節材（3％）、未加工的動物

材料（3％）、電訊設備及零部件（2％）以及載

客汽車（2％）。

近期發展

‧	2016年，香港對土耳其的總出口為10億元，下

跌2%；從土耳其的進口為3.59億元，增長7%。

‧	土耳其訂立長遠發展目標，期望到2023年，國

內生產總值（GDP）可增加至2萬億元、人

均 GDP 和出口分別增至25,000元及5,000億

（百萬美元）

2015年 2016年

價值
增減

（％）
價值

增減

（％）

總出口 1,643 -29 2,011 +22

　本產出口 4 -51 4 -5

　轉口 1,639 -29 2,007 +22

進口 753 -39 688 -9

　其中轉口 316 -21 436 +38

貿易總額 2,396 -33 2,699 +13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署《香港貿易統計》

由於一般貿易數字並未包括離岸貿易，因此這些數字

不一定全面反映香港公司經營的出口業務。

土耳其市場概況
主要經濟指標

2015年 2016年（估計） 2017年（預測）

人口（億） 7,820 7,900 7,980

國內生產總值（GDP）（億美元） 7,180 7,360 未詳

人均 GDP（美元） 9,200 9,300 未詳

GDP 實質增長（％） 4.0 3.3 3.0

通脹（平均％） 7.7 8.4 未詳

失業率（％） 10.3 10.2 未詳

貨物出口（億美元）　 1,520 1,500 未詳

增長率（％） -10 -1 未詳

貨物進口（億美元） 2,000 1,990 未詳

增長率（％） -14 -1 未詳

匯率：一美元兌3.86土耳其里拉（Turkish Liras）（2017年1月27日）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洲統計局、土耳其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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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失業率下跌至5%，以及通脹率跌至較

低的單位數水平。為此，土耳其大國民議

會於2013年7月1日通過了「第十個發展

計劃（2014-2018）」，旨在拓展高增值領

域，令該國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解決絕對

貧窮問題。( 有關「第十個發展計劃」的詳

情，請瀏覽：〈http://www.kalkinma.gov.tr/

Lists/Yaynlar/Attachments/628/The	Tenth	

Development	Plan	(2014-2018).pdf〉)

‧	土耳其的策略產業包括農業和食品、汽車、

商業服務、化工、電子產品、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金融服務、醫療保健和製藥、資訊及

通訊科技、基建、機械、製造、礦業、房地

產、旅遊以及運輸和物流等。為鼓勵投資者

注資相關領域，減低策略產業對進口半成品

的依賴，土耳其政府實施多項投資優惠，包

括豁免增值稅／進口關稅，以及提供社會保

障金支援。

‧	自2012年1月1日起，土耳其本土及外國

投資者同樣受惠於新的投資優惠制度。新

制度包括四類計劃，即一般投資優惠計劃、

區域投資優惠計劃、大型投資優惠計劃以

及策略性投資優惠計劃。投資環境及相關

規例詳情，可參閱土耳其投資支援及促進

局 (Investment	Suppor t	 and	P romotion	

Agency	of	Turkey(ISPAT))	〈 http: / /www.

invest.gov.tr〉和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網站

〈http://research.hktdc.com/tc/〉。

‧	2015年，流入土耳其的外商直接投資逾165

億元，中國佔6.28億元。中國在土耳其的累

計直接投資額，從2006年的1,040萬元上升

至2015年底的13億元。不過，香港對土耳

其的投資甚少。為發揮更大的協同作用，香

港正與土耳其談判全面性避免雙重徵稅協定。

經濟現況

土耳其經濟估計在去年增長3.3%，主要得益於

石油價格疲軟、貨幣政策寬鬆以及最低工資調

高，使國內需求轉強。此外，執政黨在2015年

6月大選中失去國會大多數控制權後，土耳其政

局不穩，加上鄰國的地緣政治局勢緊張，拖慢

了經濟增長步伐。另一方面，市場憂慮俄羅斯

經濟問題帶來負面影響，以及美國貨幣政策正

常化使全球資金流動減少，令土耳其資產和里

拉持續受壓。

展望將來，鑒於里拉轉弱，歐盟經濟持續復甦，

出口表現回穩，預料土耳其經濟仍會保持活力。

由於商業及消費信心回升，預測土耳其經濟於

今年可增長3.0%。

貿易政策

土耳其的進口制度已大為開放，尤以過去10

年為然。任何個人或企業均可註冊登記，自由

從事進口業務。土耳其是世界貿易組織成員，

其關稅表以貨品編碼協調制度（Harmonised	

System）為基礎。

歐盟－土耳其關稅同盟

歐盟－土耳其關稅同盟於1996年1月生效。在

關稅同盟下，土耳其和歐盟對彼此大部分製成

■ 2015年6月，土耳其執政黨僅獲得40%
的選票，失去國會大多數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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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關稅、其他附加費以及進口配額均已取消。

土耳其還採用歐盟對來自第三國或地區的進口產

品實施的共同對外關稅。因此，從歐盟及土耳其

以外地區進口的產品，只要在進口國辦妥進口手

續，並繳納關稅或相應的收費，便可在歐盟及土

耳其境內自由移動。

然而，土耳其近期向多種產品徵收額外關稅，如

來自大部分國家包括中國的若干家具、燈具、真

空吸塵機、電動機械家庭用具。另一方面，來自

最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的部分

工業製品，可享受歐盟普及特惠稅制待遇；在歐

盟－土耳其關稅同盟成立後，該等產品也受惠於

土耳其的普惠制。

關稅同盟沒有涉及的措施

歐盟與土耳其之間並沒有取消反傾銷等貿易保護

措施，土耳其也可能對來自第三國的傾銷和受補

貼產品採取貿易保護措施。換言之，土耳其有本

身的反傾銷行動，與歐盟的行動並無關連。現時

土耳其對源自香港的強化玻璃塞蓋徵收每公斤

0.91元的確定性反傾銷稅。

產品標準

土耳其標準協會（Turk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簡稱 TSE），是土耳其的產品標準化機構，負責制

訂產品標準及確保業者遵從。以電器及電子產品

為例，除規定最少兩年保用外，產品在輸入及投

放土耳其市場前，還須取得 TSE 的技術許可，並

根據 TSE 制訂的規定取得歐洲 CE 標準認證。玩

具方面，TSE 亦實施了多項安全標準，大致上依

照歐盟的要求。因此，達到 CE 標準認證，可作

為已符合 TSE 規定的證明。

RoHS 及 WEEE 指令

為與歐盟相關指令協調一致，土耳其版的《限制

有害物質指令》（RoHS 指令）於2009年6月生

效，而土耳其版的《電器及電子設備廢料指令》

（WEEE 指令）則於2012年5月22日在土耳其

《官方公報》刊登，2013年1月起實施。

香港與土耳其的貿易

2015年，香港對土耳其的總出口超過10億元，

下跌6%；2016年再下跌2%，僅為10億元。

2016年，香港對土耳其的主要出口產品包括電

訊設備及零件（佔總額44%），電腦（7%）、鐘

錶（6%）、非電力引擎及馬達和其零件（5%）、

半導體及電子管（3%）、電動機械及器具（3%）

以及供電路用的電力器具（3%）。

另一方面，香港從土耳其的進口總額於2015

年為3.36億元，減少18%，2016年則上升7%

至3.59億元。2016年，香港從土耳其進口的

主要產品包括珠寶（佔總額30%）、梭織棉織

物（10%）、電訊設備及零件（4%）、鮮果或乾

果和硬殼果（不包括含油硬殼果）（4%）、皮革

（4%）、以織物縫製的服裝（3%）以及銀和鉑

金（3%）。

* 甚少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署《香港貿易統計》

由於一般貿易數字並未包括離岸貿易，因此這些數字

不一定全面反映香港公司經營的出口業務。

（百萬美元）

2015年 2016年

價值
增減

（％）
價值

增減

（％）

總出口 1,022 -6 1,000 -2

　本產出口 10 -55 8 -23

　轉口 1,013 -5 993 -2

進口 336 -18 359 +7

　其中轉口 170 +1 139 -19

貿易總額 1,359 -9 1,35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