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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CEDB(CIT)019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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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灝玄） 

局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此問題出自： 開支預算  卷          第          頁（如適用者） 

 
問題：（議員問題編號：75） 
 
在本綱領的2014-2015年度需要特別留意的事項內，當局稱會繼續推動葡萄酒相關業務在香港

的進一步發展，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在2014-2015年度涉及上述工作的運作開支、人手編制及預算薪酬開支分別為何？  
 
(二)   有否評估上述工作能否改善貧富懸殊？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提問人：陳偉業議員 
 
答覆： 
 
我們在二○○八年豁免葡萄酒稅，以發揮葡萄酒相關業務的發展潛力，令經濟受惠。

至今，香港已成為區內的葡萄酒貿易和集散樞紐，以至世界最大的葡萄酒拍賣中心。

葡萄酒貿易的增長，更帶動相關行業如物流、展覽、飲食、教育等的發展，創造職位。  

 
在推動葡萄酒相關業務方面，本局調配現有資源，應付相關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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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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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CEDB(CIT)029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5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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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灝玄） 

局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此問題出自： 開支預算  卷         第         頁（如適用者） 

問題：（議員問題編號：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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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2012-13 及 20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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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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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5 年的工作詳情如下：  
 
(a)  貿易及投資推廣方面，本局工商及旅遊科協調有關機構的工作包括舉辦和推廣葡

萄酒盛事，例如美酒佳餚巡禮及國際美酒展，香港貿易發展局也會進一步協助業

界開拓內地以至區內其他有潛力的市場。我們也會協助香港品質保證局在內地宣

傳其新推出的香港葡萄酒註冊計劃，突顯香港業界的商譽及香港的區內葡萄酒貿

易樞紐地位；  
 
(b) 香港海關已取得內地海關原則同意，放寬為經香港輸往內地的葡萄酒清關便利措

施，讓香港參與出口商自由選擇內地入口商，我們會在敲定細節後向業界宣傳；  
 
(c)  人力培訓和教育方面，我們在 2013-14 年首次為葡萄酒業進行人力調查，結果整

理後會短期內發佈，提供最新市場資訊供業界及培訓機構參考，以助開辦切合行

業需要的葡萄酒相關課程；  
 
(d) 打擊偽冒葡萄酒方面，海關的專責調查隊除會繼續和業界合作搜集情報及監察市

場情況外，亦會加強和內地聯繫，建立專門情報交流渠道；及  
 
(e)  儲存設施方面，我們會繼續協助香港品質保證局推廣其葡萄酒儲存設施認證計劃，

並參與發展局的岩洞長遠發展策略研究，探討容納葡萄酒儲存庫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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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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項提到的美酒佳餚巡禮及國際美酒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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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 年至 2013-14 年的葡萄酒貿易數字如下 :   
 
進口  

年份  總值  
(億元) 

按年變化  總數量  
(千萬升) 

按年變化  

2013-14 
(至2014年1月) 

67 +0.5% 4.4 -1.3% 

2012-13 80 -14.8% 5.1 +4.6% 
2011-12 94 +16.6% 4.8 +16.4% 

 
轉口  

年份  總值  
(億元) 

按年變化  總數量  
(千萬升) 

按年變化  

2013-14  
(至2014年1月) 

14 -1.2% 1.6 0% 

2012-13 16 -23.9% 1.9 -1.6% 
2011-12 20 +39% 1.9 +45.3% 

 
 
我們密切注意市場預測。根據國際知名的葡萄酒研究機構“International Wine & Spirit 
Research”預測，中國的葡萄酒消耗量在 2012 至 2016 年期間將增長 39.6%，增長速

度為全球最快。有見及內地中長遠的上升趨勢，香港可望繼續發揮區內葡萄酒貿易和

集散樞紐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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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CEDB(CIT)076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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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助金：香港貿易發展局 

管制人員：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商及旅遊）（黃灝玄） 

局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此問題出自： 開支預算  卷       第       頁（如適用者） 

 
問題：（議員問題編號：13）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內，工商及旅遊科將會繼續推動葡萄酒相關業務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

請問有關工作的詳情、涉及開支、人手安排分別為何？過去五年，葡萄酒相關業務為香港帶

來了多少經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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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5 年的工作詳情如下：  

 

(a) 貿易及投資推廣方面，本局工商及旅遊科協調有關機構的工作包括舉辦和推廣葡

萄酒盛事，例如美酒佳餚巡禮及國際美酒展，香港貿易發展局也會進一步協助業

界開拓內地以至區內其他有潛力的市場。我們也會協助香港品質保證局在內地宣

傳其新推出的香港葡萄酒註冊計劃，突顯香港業界的商譽及香港的區內葡萄酒貿

易樞紐地位；  

 

(b)  香港海關已取得內地海關原則同意，放寬為經香港輸往內地的葡萄酒清關便利措

施，讓香港參與出口商自由選擇內地入口商，我們會在敲定細節後向業界宣傳；  

 

(c)  人力培訓和教育方面，我們會發佈一項行業人力調查的結果，提供最新市場資訊

供業界及培訓機構參考，以助開辦切合行業需要的葡萄酒相關課程；  

 

(d)  打擊偽冒葡萄酒方面，海關的專責調查隊除會繼續和業界合作搜集情報及監察市

場情況外，亦會加強和內地聯繫，建立專門情報交流渠道；及  

 

(e)  儲存設施方面，我們會繼續協助香港品質保證局推廣其葡萄酒儲存設施認證計劃，

並參與發展局的岩洞長遠發展策略研究，探討容納葡萄酒儲存庫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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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主要調配現有資源，已應付以上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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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項提到的美酒佳餚巡禮及國際美酒展，有關開支

透過政府資助金、收費及贊助支付。  

 

至於葡萄酒相關業務收益方面，現時的統計未有相關的整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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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CEDB(CIT)175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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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灝玄） 

局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此問題出自： 開支預算  卷        第          頁（如適用者） 

 
問題：（議員問題編號：32） 
 

當局推動葡萄酒相關業務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的詳情為何；單單挑選此業務作進一步發展的

原因為何；來年可開創的職位數目為何；可帶來的經濟效益佔GDP的比率為何？  

 
提問人：王國興議員 
 
答覆： 
 
在推動葡萄酒相關業務方面，我們在 2014-15 年的工作詳情如下：  

 

(a)  貿易及投資推廣方面，本局工商及旅遊科協調有關機構的工作包括舉辦和推廣葡

萄酒盛事，例如美酒佳餚巡禮及國際美酒展，香港貿易發展局也會進一步協助業

界開拓內地以至區內其他有潛力的市場。我們也會協助香港品質保證局在內地宣

傳其新推出的香港葡萄酒註冊計劃，突顯香港業界的商譽及香港的區內葡萄酒貿

易樞紐地位；  
 

(b)  香港海關已取得內地海關原則同意，放寬為經香港輸往內地的葡萄酒清關便利措

施，讓香港參與出口商自由選擇內地入口商，我們會在敲定細節後向業界宣傳；  
 

(c)  人力培訓和教育方面，我們會發佈一項行業人力調查的結果，提供最新市場資訊

供業界及培訓機構參考，以助開辦切合行業需要的葡萄酒相關課程；  
 

(d)  打擊偽冒葡萄酒方面，海關的專責調查隊除會繼續和業界合作搜集情報及監察市

場情況外，亦會加強和內地聯繫，建立專門情報交流渠道；及  
 

(e)  儲存設施方面，我們會繼續協助香港品質保證局推廣其葡萄酒儲存設施認證計劃，

並參與發展局的岩洞長遠發展策略研究，探討容納葡萄酒儲存庫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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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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項提到的美酒佳餚巡禮及國際美酒展，有關開支

透過政府資助金、收費及贊助支付。  

 

我們在二○○八年豁免葡萄酒稅時，已考慮到葡萄酒相關業務的發展潛力和職位創造，

認為應該支持這些業務，令經濟受惠。事實上，香港已成為區內的葡萄酒貿易和集散

樞紐，以至世界最大的葡萄酒拍賣中心。葡萄酒貿易的增長，更帶動相關行業如物流、

展覽、飲食、教育等的發展。  

 

至於葡萄酒相關業務效益方面，現時的統計未有相關的整合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