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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3-14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CEDB(CIT)034 

  問題編號  

  3486 

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152 政府總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工商及旅遊科 ) 

分目：  沒有指定  

綱領：  (2) 工商業  

管制人員：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商及旅遊）  

局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問題：  

 

就繼續推動葡萄酒相關業務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請提供詳情，包括具體

措施、人手安排及所需開支等。另外 ,  在過去三年 (即 2010-11、2011-12 及

2012-13 年 )每年葡萄酒進出口數目、價值及有關數字的變化分別為何 ?同期

於本港從事葡萄酒有關工作的人數及變化分別為何？同期及預算 2013-14

年度香港有關葡萄酒培訓課程及學額數量分別為何？如何評估現時全球經

濟環境對香港作為葡萄酒分銷中心的影響？  

 

提問人：  張宇人議員  

 

答覆：  

 

在推動葡萄酒相關業務方面，我們在 2013-14 年的工作詳情如下：  

 

(a) 貿易及投資推廣方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協調有關機構（包括香港貿

易發展局（貿發局）、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和投資推廣署）的

工作包括舉辦葡萄酒盛事，例如美酒佳餚巡禮及國際美酒展；   

 

(b) 經香港輸往內地的葡萄酒清關便利措施由 2012 年 11 月起，由深圳擴

展至廣州，我們會加強宣傳，並繼續與內地海關研究如何進一步改善

便利措施；  

(c) 人力培訓和教育方面，政府會在 2013-14 年度首次進行葡萄酒相關行業

的人力調查，務求掌握人手供求情況，了解現時培訓課程的性質及學

額以及未來的培訓需要 ;讓業界人士及培訓機構參考 ;  

(d) 貯存設施方面，香港品質保証局在 2012 年檢視其葡萄酒儲存設施認證

計劃，訂下方向發展葡萄酒認證服務，我們會與該局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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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打擊冒牌酒方面，海關的專責調查隊會繼續夥拍業界合作加強情報搜

集及監察市場情況。海關亦與內地和海外執法機構保持緊密聯繫，以

加強堵截偽冒葡萄酒進出口及核實產品真偽的能力；及  

 

(f)  我們在 2012 年 5 月與德國簽訂葡萄酒合作協議後，共有 13 份類似的

合作協議，我們會繼續物色其他合作伙伴，合力推廣相關的貿易、投

資及旅遊等業務。  

 

當局主要調配現有資源，以應付以上工作。有關開支已納入本局工商及旅

遊科的編制及撥款中，難以分開量化。就上文第 (a)項提到的兩項大型推廣

活動而言，有關開支透過政府資助金、收費及贊助支付。  

 

 

根據統計處資料， 2010-11 年至 2012-13 年的葡萄酒進口數字如下 :   

進口  

年份  總值  

(億元 ) 

按年變化  總數量  

(千萬升) 

按年變化  

2012-13 

(至2013年1月) 

67 -16.4% 4.4 +4.7 % 

2011-12 94 +16.6% 4.8 +16.4% 

2010-11 80 +74% 4.1 +15.9% 

 

出口 (轉口 ) 

年份  總值  

(億元 ) 

按年變化  總數量  

(千萬升) 

按年變化  

2012-13 

(至2013年1月) 

14 -16.5% 1.6 -1.9 % 

2011-12 20 +39% 1.9 +45.3% 

2010-11 15 +78.6% 1.3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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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密切注意業界對葡萄酒市場前景的看法，而由於香港作為區內葡萄酒

樞紐，我們特別重視內地市場。業界對內地葡萄酒市場前景仍然普遍樂觀，

例如根據國際知名的葡萄酒商貿展機構 Vinexpo 在本月發表的研究，中國

乃目前世界第五大葡萄酒消耗國，預期在 2012 至 2016 年期間，葡萄酒消

耗量將增長 39.6%，增長速度為全球最快。  

 

 

姓名：  黃灝玄  

職銜：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工商及旅遊）  

日期：  26.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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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3-14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CEDB(CIT)079 

  問題編號  

  0717 

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152 政府總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工商及旅遊科 ) 

分目：  沒有指定  

綱領：  (2) 工商業  

管制人員：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商及旅遊）  

局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問題：  

 

工商及旅遊科於  2013-14 年度將會「繼續推動葡萄酒相關業務在香港的進

一步發展」；有關的工作詳情為何？政府有否計劃於其他地區或政府建築

物改建紅酒中心，如有計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提問人：  林大輝議員  

 

答覆：  

 

在推動葡萄酒相關業務方面，我們在 2013-14 年的工作詳情如下：  

 

(a) 貿易及投資推廣方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協調有關機構（包括香港貿

易發展局、香港旅遊發展局和投資推廣署）的工作包括舉辦葡萄酒盛

事，例如美酒佳餚巡禮及國際美酒展；   

 

(b) 經香港輸往內地的葡萄酒清關便利措施由 2012 年 11 月起，由深圳擴

展至廣州，我們會加強宣傳，並繼續與內地海關研究如何進一步改善

便利措施；  

(c) 人力培訓和教育方面，政府會在 2013-14 年度進行葡萄酒相關行業的人

力調查，務求掌握人力供求情況，評估培訓需求，讓業界人士及培訓

機構參考 ;  

(d) 貯存設施方面，香港品質保証局在 2012 年檢視其葡萄酒儲存設施認證

計劃，訂下方向發展葡萄酒認證服務，我們會與該局合作 ;  

 

(e) 打擊冒牌酒方面，海關的專責調查隊會繼續夥拍業界合作加強情報搜

集及監察市場情況。海關亦與內地和海外執法機構保持緊密聯繫，以

加強堵截偽冒葡萄酒進出口及核實產品真偽的能力；及  

 



 

第 11 節 CEDB(CIT) - 第 154 頁 

 

(f)  我們在 2012 年 5 月與德國簽訂葡萄酒合作協議後，共有 13 份類似的

合作協議，我們會繼續物色其他合作伙伴，合力推廣相關的貿易、投

資及旅遊等業務。   

 

至於土地和政府建築物方面，我們會繼續透過有效的土地用途規劃及穩定

而充足的土地供應，促進香港各行業 (包括葡萄酒業 )持續發展。政府物業主

要是作政府辦公室、公共設施或其他政府用途。政府如有過剩物業，一般

會以公開招標方式出租作商業用途。現時並無計劃將政府物業改建為紅酒

中心。  

 

在長遠方面，政府現正進行岩洞發展長遠策略研究，以發展岩洞作為可持

續增加土地供應的方法之一。研究包括探討發展岩洞以容納一些私營設施

(例如葡萄酒貯存庫 )的可行性。  

 

 

 

姓名：  黃灝玄  

職銜：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工商及旅遊）  

日期：  26.3.2013 
 



 

第 11 節 CEDB(CIT) - 第 240 頁 

 

 

 審核 2013-14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CEDB(CIT)124 

  問題編號  

  1641 

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152 政府總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工商及旅遊科 ) 

分目：  沒有指定  

綱領：  (2) 工商業  

管制人員：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商及旅遊）  

局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問題：  

 

請告知促進葡萄酒相關業務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涉及的開支及人手情況。 

 

提問人：  葛珮帆議員  

 

答覆：  

 

在推動葡萄酒相關業務方面，我們在 2013-14 年的工作詳情如下：  

 

(a) 貿易及投資推廣方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協調有關機構（包括香港貿

易發展局、香港旅遊發展局和投資推廣署）的工作包括舉辦葡萄酒盛

事，例如美酒佳餚巡禮及國際美酒展；   

 

(b) 經香港輸往內地的葡萄酒清關便利措施由 2012 年 11 月起，由深圳擴

展至廣州，我們會加強宣傳，並繼續與內地海關研究如何進一步改善

便利措施；  

(c) 人力培訓和教育方面，政府會在 2013-14 年度進行葡萄酒相關行業的人

力調查，務求掌握人力供求情況，評估培訓需求，讓業界人士及培訓

機構參考 ;  

(d) 貯存設施方面，香港品質保証局在 2012 年檢視其葡萄酒儲存設施認證

計劃，訂下方向發展葡萄酒認證服務，我們會與該局合作 ;  

 

(e) 打擊冒牌酒方面，海關的專責調查隊會繼續夥拍業界合作加強情報搜

集及監察市場情況。海關亦與內地和海外執法機構保持緊密聯繫，以

加強堵截偽冒葡萄酒進出口及核實產品真偽的能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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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我們在 2012 年 5 月與德國簽訂葡萄酒合作協議後，共有 13 份類似的

合作協議，我們會繼續物色其他合作伙伴，合力推廣相關的貿易、投

資及旅遊等業務。   

 

當局主要調配現有資源，以應付以上工作。有關開支已納入本局工商及旅

遊科的編制及撥款中，難以分開量化。就上文第 (a)項提到的兩項大型推廣

活動而言，有關開支透過政府資助金、收費及贊助支付。  

 

 

 

 

姓名：  黃灝玄  

職銜：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工商及旅遊）  

日期：  26.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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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3-14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CEDB(CIT)204 

  問題編號  

  4566 

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152 政府總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工商及旅遊科 ) 

分目：  沒有指定  

綱領：  (2) 工商業  

管制人員：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商及旅遊）  

局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問題：  

 

請當局告知本委員會，在 2013-14 年度，當局在推動葡萄酒相關業務在香港

進一步發展的工作計劃和涉及的預算開支。  

 

提問人：  易志明議員  

 

答覆：  

 

在推動葡萄酒相關業務方面，我們在 2013-14 年的工作詳情如下：  

 

(a) 貿易及投資推廣方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協調有關機構（包括香港貿

易發展局、香港旅遊發展局和投資推廣署）的工作包括舉辦葡萄酒盛

事，例如美酒佳餚巡禮及國際美酒展；   

 

(b) 經香港輸往內地的葡萄酒清關便利措施由 2012 年 11 月起，由深圳擴

展至廣州，我們會加強宣傳，並繼續與內地海關研究如何進一步改善

便利措施；  

(c) 人力培訓和教育方面，政府會在 2013-14 年度進行葡萄酒相關行業的人

力調查，務求掌握人力供求情況，評估培訓需求，讓業界人士及培訓

機構參考 ;  

(d) 貯存設施方面，香港品質保証局在 2012 年檢視其葡萄酒儲存設施認證

計劃，訂下方向發展葡萄酒認證服務，我們會與該局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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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打擊冒牌酒方面，海關的專責調查隊會繼續夥拍業界合作加強情報搜

集及監察市場情況。海關亦與內地和海外執法機構保持緊密聯繫，以

加強堵截偽冒葡萄酒進出口及核實產品真偽的能力；及  

 

(f)  我們在 2012 年 5 月與德國簽訂葡萄酒合作協議後，共有 13 份類似的

合作協議，我們會繼續物色其他合作伙伴，合力推廣相關的貿易、投

資及旅遊等業務。   

 

當局主要調配現有資源，以應付以上工作。有關開支已納入本局工商及旅

遊科的編制及撥款中，難以分開量化。就上文第 (a)項提到的兩項大型推廣

活動而言，有關開支透過政府資助金、收費及贊助支付。  

 

 

 

 

姓名：  黃灝玄  

職銜：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工商及旅遊）  

日期：  26.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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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3-14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CEDB(CIT)240 

  問題編號  

  3490 

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31 香港海關  分目：   

綱領：  (3) 保護知識產權及消費者權益  

管制人員：  海關關長  

局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問題：  

 

為防範及打擊冒牌葡萄酒相關的違法活動，預期 2013-14 年具體措施及人手

編制如何？海關版權及商標調查科負責有關打擊工作的專責調查隊，在過

去三個年度 (即 2010-2011 年至 2012-13 年 )每年度進行針對性調查和執法行

動的數字分別若干？成效如何？  

 

提問人：  張宇人議員  

 

答覆：  

 

海關版權及商標調查科在 2008年 8 月起成立一支由 7名人員組成的專責調

查隊，由 1名高級督察、1名總關員及 5名關員組成，專責調查偽冒葡萄酒及

其他偽冒商標活動。我們在 2013-14年會繼續維持有關人手編制。  

此外，海關於 2008年 10月，夥拍業界組成大聯盟，合作加強情報搜集及監

察市場情況。2011年 5月，大聯盟下設立反偽冒葡萄酒專家小組，協助海關

執法。香港海關亦與內地和海外執法機構保持緊密聯繫，以加強堵截偽冒

葡萄酒進出口及核實產品真偽的能力。  

在 2010-11 年至 2012-13 年，海關共接獲 7 宗舉報，經調查後未發現有需要

採取執法行動。我們會保持警覺，繼續密切監察葡萄酒市場的情況。  

 

 

 

姓名：  張雲正  

職銜：  海關關長  

日期：  27.3.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