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來源： 香港貿易發展局研究部
袁淑妍經濟師

行業專題

韓國市場
主要經濟指標
2015 年
人口（萬）
國內生產總值（GDP）
（億美元）

5,100

進口增減（％）
平均匯率：一美元兌韓圜

5,150#
15,380

+2.8

+2.8

+3.1

27,535#

29,891#

27,105
0.7

1.0

1.9

5,268

4,954

5,737

出口增減（％）
進口（億美元）

5,120#
14,110

通脹（％）
出口（億美元）

2017 年

13,828

GDP 實質增長（％）
人均 GDP（美元）

2016 年

-8.0

-5.9

+15.8

4,365

4,062

4,785

-16.9

-6.9

+17.8

1,131.2

1,160.4

1,130.4

# 估計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

近期發展
●

2017 年， 韓 國 國 內 生 產 總 值 (GDP) 增 長

●

2018 年首三個月，香港對韓國的出口總值為
17.5 億元，按年下跌 1.8％；從韓國的進口總
值為 83.1 億元，增加 13.3％。

3.1％，2016 年的增幅為 2.8％。根據韓國銀
行早前的估計，2018 年首季韓國經濟按年增
長 2.8％。鑒於全球經濟增長動力持續，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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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現況

上國內消費改善，韓國政府預測 2018 年該國

經濟

GDP 實質增長 3％。

韓國 GDP 繼 2016 增長 2.8％後，於 2017 年增

2017 年， 韓 國 出 口 總 值 增 長 15.8 ％， 達

長 3.1％，主要原因是設施投資強勁增長，帶動

5,737 億美元（下同）
，是 1956 年以來最高水

固定投資節節上升。根據韓國銀行的預先估計，

平。進口總值為 4,785 億元，增加 17.8％。

韓國經濟在 2018 年首季保持增長速度，按年增

中國與韓國就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近三年

升 2.8％。鑒於全球經濟增長勢頭持續，加上國

後，終於在 2015 年 12 月實施雙邊自由貿易

內消費改善，韓國政府預測 2018 年該國 GDP

協定。雙方的目標是未來 10 年至 20 年內，取

實質增長 3％。

消約 70％至 90％的進口關稅。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90 gsm

韓國前總統朴槿惠被彈劾下台後，新總統文在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與韓國總統文在寅於 2018 年

寅於 2017 年 5 月就任，韓國的政局大致已穩定

4 月 27 日在板門店舉行了高峰會。這是自 2007

下來。為解決年輕人失業問題、縮小收入差距，

年以來雙方領導人首度會晤。會後雙方發表了

以及刺激經濟增長，韓國國會於 2017 年 7 月通

聯合宣言，同意構建永久和平機制及實現朝鮮

過額外近 100 億元的預算開支，用以支持新總

半島完全無核化。

統創造就業和增加福利的政策。文在寅指出，
這些政策是全面的範式轉移 (Paradigm shift)。

對外貿易

刺激方案預期可在公營部門增加71,000個職位，

韓國是十分倚重貿易的亞洲經濟體之一，對外

另在私營界別創造 15,000 個職位。配合新政府

貿 易 佔 該 國 GDP 約 80 ％。2017 年， 韓 國 出

的再分配經濟政策，韓國的最低工資委員會在

口總值為 5,737 億元，增加 15.8％，這主要與

2018 年把最低工資調高 16％，這是自 2000 年

全球貿易復甦有關。中國是韓國的最大出口市

以來最大的增幅。

場，佔總出口約 25％。韓國其他主要出口市場
包括美國（佔總出口 12％）
、越南（8％）
、香

2018 年 4 月， 韓 國 的 消 費 物 價 通 脹 按 年 上 升

港（7％）及日本（5％）
。與此同時，2017 年韓

1.6％，較 3 月份的 1.3％為高，但較韓國銀行的

國的進口總值也按年增加 17.8％至 4,785 億元。

目標消費物價通脹率 2％為低。4 月份通脹加快，

進口產品主要來自中國（20％）
、日本（12％）

主要原因是食品和非酒精類飲品的價格上升。

及美國（11％）
。

文在寅的主要經濟政策之一，是發展新的經濟

為進一步支援出口業界，韓國政府於 2016 年公

增長引擎和藉著創新推動經濟增長。該國政府

佈計劃，為中小企出口商提供 4.8 萬億韓圜（折

在其 2018 年經濟政策中表示，將增加研發方面

合約 40 億美元）的貿易相關融資，並會降低出

的支出，並對各行各業的創意發展予以財政支

口保險費及增加稅務優惠。據報道，韓國政府

持，其中包括發展金融科技和更廣泛應用人工

已經撥備 3,729 億韓圜（折合約 3.3 億美元）
，

智能。2018 年，韓國在研發方面的合計預算達

作為 2017 年海外營銷活動及貿易訪問團的經

19.6 萬億韓圜（折合約 170 億美元）
，將集中投

費。根據 2018 年的經濟政策，韓國政府將致力

資在「 第四次工業革命 」範疇，以及加強支援

支援中小企出口商。

初創企業。
為鼓勵私人投資發展首爾以外較不發達的地
區，韓國政府於 2014 年宣佈一系列促進投資的
措施，包括放寬管制及提供稅務優惠，例如政
府將取消土地發展限制，允許在綠化地帶興建
商業設施。2015 年，韓國央行把銀行中介貸款
支持工具總額提高五萬億韓圜（折合約 45 億美
元）
，以便參與這項計劃的銀行向中小企業和科
技創業公司提供更多財務支援，包括貿易融資
及信貸。2017 年，韓國推出一系列刺激投資的
新措施，包括在南部沿海地區創造旅遊品牌、
准許微型釀酒廠出產的生啤酒分銷，以及把多
■ 今年 4 月，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左）與韓國
總統文在寅（右）於板門店首度會晤。

層住宅樓宇的泊車位在日間用作收費泊車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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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政策

貿易政策

韓 國 投 資 推 廣 署 (Invest Korea) 是 韓 國 的 國

過往韓國的貿易政策偏重進口管制和促進出

家投資促進機構，隸屬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

口。近年，韓國政府已修訂其貿易政策，採取

(KOTRA)，協助外商到當地市場經營。為吸引

較中立的態度，其中包括與其他國家達成自由

外商直接投資，韓國政府向在該國投資的海外

貿易協定。該國已與超過 50 個經濟體簽訂自由

公司提供多項優惠，包括現金補貼及稅務減免。

貿易協定，包括歐盟、美國、東盟、新加坡及

詳情請瀏覽：
〈www.investkorea.org〉
。

中國。中韓自由貿易協定於 2015 年 12 月實施，
目標是在未來 10 年及 20 年內分別取消逾 70％
及90％的進口關稅，對兩國意義重大。2017年，
中韓的雙邊貿易額達 2,400 億元。相比之下，
同期，韓國與美國及歐盟的雙邊貿易額分別為
1,190 億元及 1,110 億元。韓國與印度的更緊密
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已於 2010 年實施。

■ 韓國投資推廣署主要協助外國
企業成功在當地投資發展。

另一方面，韓國正與多個國家磋商自由貿易
協定，包括日本、墨西哥及海灣合作委員會
(GCC) 國家。自 2012 年起，韓國、日本及中國

2017 年 3 月，韓國金融監督委員會為買賣韓國

開始磋商三邊自由貿易協定，並於 2018 年 3 月

股票的外國投資者推出綜合賬戶系統，通過這

進行了第 13 輪會談。此外，韓國還參與磋商區

個整合簡化的註冊制度，讓外國人較容易在韓

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此項自由貿易協

國股票市場買賣在當地掛牌的股票。過往，外

定涉及 16 個國家，除了韓國之外，還包括東盟

國投資者不但要在韓國銀行開立賬戶，也必須

十國、澳洲、中國、印度、日本及新西蘭。

在韓國的證券公司開戶，方可投資韓國股票，
並須自行處理所有金融交易。2017 年 6 月，綜
合賬戶擴展至包括債券和衍生工具買賣。
此外，該國設立兩類外商投資區，分別吸引中
小型外商投資企業和大型外商投資企業進駐。
外商投資區提供購買土地、租金補貼和稅收優
惠。韓國也鼓勵外商投資服務業，例如旅遊、
物流及其他商業服務。此外，符合條件的外商
投資項目，首三年進口的機械設備可豁免關稅、

香港印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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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稅和特別消費稅。

■ 今年 3 月，韓、日、中在韓國首爾就
三邊自由貿易協定舉行第 13 輪磋商。

根據韓國貿易、工業和能源部的資料，2017 年

1997 年，韓國修訂《海關法》及其實施法令，

外商在韓國的直接投資額創出新高，達 229 億

簡化進口手續和所需文件。現時，除衞生或國

元，較上年增升 7.7％。外商直接投資資金主要

家安全原因而受到限制的物品外，大部分進口

來自美國、日本和歐盟。

貨品毋須申領許可證。香港所有主要出口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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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自由輸入韓國。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90 gsm

關稅大多從價徵收。非農產品方面，約 90％貨

韓國的進口總額為 83.1 億元，同比增加 13.3％。

品的關稅稅率是 0％到 10％。來自香港的主要

因此，香港對韓國的貿易逆差達 65.6 億元。

進口產品，例如電機，稅率為 0％至 13％不等。

韓國在香港的經濟活動

除關稅外，進口也要繳付其他稅項，其中包括
增值稅。進口產品的增值稅計算方法為到岸價

韓國在香港的經濟活動甚為廣泛。截至 2017 年

的 10％加海關收費。此外，某些奢侈品和耐用

6 月，在香港設有地區總部、地區辦事處或本地

消費品還徵收特別消費稅，或稱個人消費稅，

辦事處的韓國公司合共 148 家。

稅率為 2％至 20％不等。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最新統計數字，在 2016
韓國政府仍然設有保障機制，對若干類進口產

年，韓國是香港第 20 大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

品徵收高昂關稅，以保護易受國際競爭威脅的

韓國在香港的累計投資金額達 31 億元。韓國公

本土產業。例如，若干類農產品的關稅率超過

司在香港經營的業務包括：金融服務，例如韓

100％。與此同時，某些非農產品 ( 如皮革及鞋

國外換銀行、大宇證券、友利銀行及韓亞銀行；

履 ) 的關稅率最高可達 16％。

物流運輸，例如現代商船及韓國旅行社；以及
化妝品，例如蘭芝、愛麗小屋及雪花秀等。

香港與韓國的貿易

2018 年 首 三 個 月， 到 訪 香 港 的 韓 國 旅 客 有

2017 年，韓國是香港第十大出口市場和第五大

418,080 人次，按年增長不足 0.1％，佔整體訪

進口來源地。2018 年首三個月，香港對韓國的

港旅客 2.7％。▓

出口總額為 17.5 億元，按年下跌 1.8％；香港從

香港與韓國的貿易
2016 年
價值
（百萬美元）
總出口

價值
（百萬美元）

2018 年 1 月至 3 月

按年增減
（％）

價值
（百萬美元）

按年增減
（％）

6,928.2

-0.6

7,265.7

+4.9

1,754.2

-1.8

133.9

-8.1

146.0

+9.1

42.1

+8.6

6,794.3

-0.5

7,119.7

+4.8

1,712.0

-2.0

本產出口
轉口

2017 年

按年增減
（％）

進口

25,157.4

+14.0

32,314.8

+28.5

8,331.5

+13.3

貿易總額

32,085.6

+10.5

39,580.5

+23.4

10,065.7

+10.4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香港對韓國出口的主要商品（2017 年）

香港對韓國進口的主要商品（2017 年）

五大商品（按標準國際貿易分類法） 佔總額（％）

五大商品（按標準國際貿易分類法）

半導體及電子管等

28.5

半導體及電子管等

佔總額（％）

電訊設備及零件

17.9

電訊設備及零件

5.2

63.8

電腦

9.4

辦公室機器／電腦零部件及配件

4.2

辦公室機器／電腦零部件及配件

4.3

石油（原油除外）

3.9

供電路用的電力器具

3.8

香水、化妝品或梳洗用品（肥皂除外）

3.0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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