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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香港貿易發展局研究部

  袁淑妍經濟師

日本市場

最新發展

˙	隨著全球需求暢旺，日本經濟預計在2017年

可錄得1.8％實質增長，2018年或稍為放緩

至0.7％。近年，入境旅遊業成為日本經濟一

個亮點，惠及當地零售商、酒店及餐廳等。

˙	日本銀行實施「量化與質化寬鬆及孳息曲線

管控」政策，包括控制息率，以及致力實現

通脹率2％的目標。另外，日本政府已宣佈把

增加消費稅計劃由2017年4月延遲至2019

年10月實施。

˙	日本是香港第四大出口市場及第五大進口來

源地。2018年1月，香港對日本的總出口為

15億美元（下同），按年增加8％，從日本進

口的產品總值增加17.8％至24億元。

經濟現況

日本是全球第三大經濟體，服務業佔該國國內

生產總值 (GDP) 約70％，其中主要支柱行業有

零售批發業、房地產服務，以及專業、科學和

技術活動。農業及礦業的重要性逐漸下降，合

計佔 GDP 不足1％；製造業和建造業佔 GDP

的餘下比重。運輸設備和食品飲料是日本主要

的製造業。

主要經濟指標

*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

#2018年1月

資料來源：日本財務省、日本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人口（億） 1.270 1.267* 1.264*

國內生產總值（GDP）（億美元） 49,370 48,840* 50,630*

GDP 實質增長（％） 0.9 1.8* 0.7*

人均 GDP（美元） 38,883* 38,550* 40,063*

通漲（％） -0.1 0.4* 0.5*

失業率（％） 3.1 2.9* 2.9*

匯率（一美元兌日圓，期內平均） 109 112 111#

出口（億美元） 6,435 6,980 5,490#

進口（億美元） 6,068 6,721 6,350#

出口增長（％） 3.0 8.5 16.3#

進口增長（％） -6.3 10.8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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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日本經濟溫和擴張，估計實質增長

1.8％。經濟增長穩建，主要原因是在全球需求

暢旺下，出口和私人企業資本投資增長強勁。

不過，日本經濟的增速預期於2018年將放緩至

0.7％。

繼2017年增長8.5％之後，2018年1月，日本

的貨物出口按年增加16.3％至550億元。同期，

進口按年上升11.6％至640億元，令日本錄得

約90億元的貿易赤字。

近年，入境旅遊業成為日本經濟其中一個亮

點，惠及當地的零售商、酒店及餐廳等。訪日

旅客繼2016年飆升21.8％後，2017年再急增

19.3％，達到2,870萬人次。2017年，約有

740萬名訪日旅客來自中國內地，較2016年增

加15.4％，其次是韓國（710萬）、台灣（460

萬）及香港（220萬）；美國是第五大旅客來源

地，訪日旅客數目達到140萬，增長10.6％。

經濟政策

自2012年以來，日本政府為重振經濟，採取

「三箭策略」，即「安倍經濟學」，包括擴張性

貨幣政策、具彈性的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

2020年東京奧運會更被視為「安倍經濟學」的

第四枝箭。

由於內需停滯不前及外部環境挑戰重重，因此

自2016年2月起，日本銀行除了現行的量化與

質化寬鬆政策外，還實施負利率政策。同年9

月，日本銀行推出「量化與質化寬鬆及孳息曲

線管控」政策，包括控制息率和致力實現通脹

率2％的目標。

財政政策方面，日本政府在2016年6月宣佈，

把增加消費稅計劃由2017年4月延遲至2019

年10月實施。在2016年至2017年期間，當局

通過多項追加預算，為私人機構提供各種財務

支援，包括科研計劃津貼、災後重建計劃援助

金及加快基建發展。

■ 每年，過千萬的遊客前往日
本旅遊，令當地旅遊業興旺，
同時惠及相關行業。

■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任內提出
一系列政策，被稱為「 安倍經濟
學 」，期望能藉此挽救日本多年來
的經濟困局，更視2020年東京奧
運會為其政策的「 第四支箭 」，有
助刺激日本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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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一步發展入境旅遊業，以及把握2020年

東京奧運會的潛在經濟效益，日本國會於2016

年12月通過法案，允許賭場在日本合法經營。

貿易政策及發展

除了被納入進口限制制度的產品，例如化學產

品及武器外，大部分產品均可自由進口日本，

毋須進口許可證。香港出口到日本的大部分產

品，例如成衣、玩具、珠寶、家具、鐘錶及大

多數的電子產品都不受進口限制。

日本關稅稅率表包括五種適用稅率，分別是基

本稅率 (General) 、世貿協定稅率 (WTO) 、特

惠稅率 (GSP) 、特別特惠稅率 (LDC) 及暫定稅

率 (Temporary)。除非有適用及較低的「暫定

稅率」，否則源自香港的產品一般按世貿協定稅

率徵收關稅。日本實施普及特惠稅制，對來自發

展中國家的產品徵收較低稅率或免稅。香港已於

2000年2月完全脫離日本普惠制的受惠行列。

2015年10月，12個環太平洋國家（包括日本）

達成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 談判，這些

經濟體合計佔全球經濟約40％。不過，美國在

2017年1月表明無意承認該協定。美國退出後，

該協定餘下11個成員國於2017年11月就跨太

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 (CPTPP) 的核心內容達

成基本共識。

截至2018年3月，日本已落實或簽署了16項經

濟夥伴協定，所涉國家／地區包括新加坡、墨

西哥、馬來西亞、智利、泰國、印尼、汶萊、

東盟、菲律賓、瑞士、越南、印度、秘魯、澳

洲及蒙古，也與歐盟完成經濟夥伴協定談判。

■ 在日本，彈珠機店舖接近一萬
間，可見博彩風氣盛行，加上綜合
渡假村法案的通過，相信未來日本
博彩業會愈加蓬勃。

■ 2015年10月，
12個 環 太 平 洋
國家達成相關的
貿易談判，並於
2016年2月正式
簽署 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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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日本現正進行的其他談判包括與加拿大、

哥倫比亞、韓國及海灣合作委員會的經濟夥伴

協定、全面性區域經濟夥伴協定 (RCEP) 和中

日韓三邊自由貿易協定。香港與日本在2010年

簽署避免雙重課稅協定，並於2014年作出更

新。

香港與日本的貿易

日本是香港第四大出口市場。2018年1月，香

港對日本的出口總額為15億元，按年增加8％。

主要出口產品包括電訊設備及零件（佔總額

19.3％）；玩具、遊戲及運動用品（9.2％）；半

導體和電子管等（8.3％）；電腦（7.3％）及辦

公室機器／電腦零部件及配件（5.1％）。

另一方面，日本是香港第五大進口來源地。

2018年1月，香港從日本進口的產品總值為24

億元，按年上升17.8％。主要進口產品包括半

導體和電子管等（佔總額21.4％）；電訊設備及

零件（8.0％）；電動機械及器具（6.5％）；供

電路用的電力器具（6.4％）；以及石油（原油

除外）（3.8％）。

香港是日本食品的最大出口目的地。2018年1

月，日本對香港出口的食品總值達9,700萬美

元，佔日本該類出口逾24％。

日本在香港的經濟活動

許多日本公司在香港設有地區總部或地區辦事

處，以管理他們在其他亞洲地區的業務，特別

是中國內地。截至2017年6月，在香港設有地

區總部的日本公司共233家，而地區辦事處則

有428家。香港也有多家日資銀行，當中包括

三菱東京 UFJ 銀行及三井住友銀行。

日本是香港第九大直接外來投資來源地，緊隨

英屬維爾京群島、中國內地、開曼群島、荷蘭、

百慕達 ( 群島 ) 、美國、新加坡及英國之後。

截至2016年底，日本在香港合共投資2,207億

港元。

香港是區域貿易中心，吸引不少日本大型貿易

公司和製造商在港成立採購或分銷辦事處，當

中包括伊藤忠商事、丸紅株式會社、三菱電機、

雙日株式會社、萬代及 Citizen 等公司。多家

連鎖店及食品和飲料公司，例如無印良品、永

旺 (AEON) 、優衣庫 (UNIQLO) 、A-1	Bakery

和日本薩莉亞意式餐廳也在香港營業。▓

（百萬美元）
2017年 2018年1月

價值 增減（％） 排名 價值 增減（％） 排名

總出口 16,471 +10.0 4 1,527 +8.0 4

　本產出口 128 -17.0 11 12 -13.4 8

　轉口 16,343 +10.3 4 1,514 +8.2 4

進口 32,486 +2.7 4 2,439 +17.8 5

　其中轉口 23,767 +2.3 4 1,947 +18.6 4

貿易總額 48,957 +5.1 4 3,965 +13.8 4

貿易差額 -16,015 - - -912 - -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