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國8項新產業出口大幅成長

據韓國先驅報 2 月 12 日報導，韓國貿易協會（KITA）發布報告表示，

韓國政府及民間相關共同委員會於 2016 年間指定電動車、機器人、生技

健康（Bio Health）、航太、能源、新材料、下一代顯示器及下一代半導體

為 8 項新產業，2017 年該等新產業出口均呈兩位數成長。

該報告指出，2017 年韓國 8 項新產業出口合計 736 億美元，占總出

口之 12.8%，其中以電動車出口成長幅度最大，較 2016 年成長 186%，其

後為航太（成長 37.3%）、機器人（成長 36.2%）、下一代顯示器（成長

34.4%）、下一代半導體（成長 27.1%）、能源（成長 23.7%）、新材料（成

長 15.2%）及生技健康（成長 13.7%）。該年韓國出口 8 項新產業相關產

品至中國大陸計 200 億美元，其後為越南及歐盟。韓國出口產業雖仍以半

導體晶片產業居首，惟已逐漸分散至上述新產業產品。

此外，2017 年韓國 8 項新產業出口合計創造 9 萬 2 千個工作，占韓

國新增工作總數的 29%。從出口創造工作機會來看，以韓國機器人產業每

出口 1 百萬美元創造 10.9 個工作最多，其後為電動車產業（9.7 個工作）

及生技健康產業（9.4 個工作）等。

KITA 建議，為使新產業持續成長，韓國應扶植新產業發展更先進之材

料及產品，例如可以實現第 4 次工業革命之基礎科技產品如超小型感應器

（subminiature sensor）及智慧晶片（intelligent chips）等。

馬來西亞2017年經濟成長率為5.9%

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全球商情 2 月 19 日報導，馬來西亞中央銀行發

布資料顯示，馬國 2017 年經濟成長率為 5.9%，較 2016 年（成長 4.2%）

優異；其中以農業（成長 7.2%）最為出色，其他依序為營建業成長 6.7%，

服務業成長 6.2%，製造業成長 6%，礦業則成長 1.1%。

馬國中央銀行總裁莫哈末指出，馬國 2017 年經濟受全球經濟逐漸復

甦激勵，加上製造業出口強勁，以及主要貿易夥伴的高需求推動出口業，

促使製造業成長 6%，其他經濟領域繼續維持正成長。馬國經濟表現具彈

性，且馬國經濟結構已多元化，不再依賴石油與天然氣產業，並由服務業

與製造業主導。私人投資主要受到來自製造業和服務業，以及基礎設施工

程計畫落實所提振；而穩定的勞動力市場和薪資增長則扶持私人消費成長。

內需持續穩健成長，致使馬國 2017 年經濟取得 5.9% 成長率，較市場預期

之成長 5.7% 出色，創下近 3 年來新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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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產業別觀察，2017 年第 4 季農業成長

10.7%，成為馬國經濟成長火車頭，較 2017 年第

3 季成長 4.1% 優越，因棕油產量增加 24.3% 及畜

牧業成長8.6%所致；服務業在ICT（成長8.1%）、

批發與零售（成長 6.9%）及金融與保險（成長

5.8%）等領域優越表現帶動下，取得 6.2% 成長；

營建業 2017 年第 4 季成長 5.8%，較 2017 年第

3 季成長 6.1% 遜色，主要歸因於土木工程及工

程專案發展計畫推動。製造業成長 5.4%，主要由

動、植物油與食品製造（成長 11.4%）、電子、

電機與光學產品（成長 5.7%）及石油、化學品、

橡膠與塑膠製品（成長 4.6%）推動；礦業 2017

年第4季負成長0.5%，較2017年第3季成長3.1%

遜色，主因原油與天然氣產量減少所致。

日本 GDP連續 8季度正成長

據中時電子報 2 月 14 日報導，在消費者支

出和資本支出成長帶動下，日本 2017 年第四季

經濟連續 8 季實現擴張。

日本內閣府 2 月 14 日公布數據顯示，2017

年第四季實質國內生產毛額（GDP）季增 0.1%，

略低於經濟學家預估的季增 0.2%。季對季成長

年率為 0.5%，較第三季的成長 2.2% 放緩，且低

於經濟學家預估的成長 0.9%，但仍為連續第 8

個季度維持擴張，是 1986 年第二季至 1989 年

第一季間、日本經濟泡沫高峰期連續 12 季擴張

以來，維持最長的增長記錄。

雖然整體增長遜預期，惟消費數據明顯改

善，去年第 4 季日本民間消費季增 0.5%，勝預

期的 0.4%，較第 3 季的下跌 0.6% 顯著反彈，更

是 6 個月以來首次擴張。資本開支按季升 0.7%，

遜於預期的 1.1%，惟連升 5 季，反映企業投資

信心漸穩。

日本經濟產業大臣茂木敏充（Toshimitsu 

Motegi）在發布上季經濟成長數據後表示日本經

濟正溫和復甦，他看好這個由民間需求所帶動的

復甦將持續下去，但也提醒應注意全球經濟的不

確定性和金融市場的波動。

泰國獲美媒評為「全球最佳

創業國家」

據泰國商業部公布之美國

媒 體 雜 誌《US News & World 

Report》最新調查報告，泰國連

續 2 年獲評為「全球最佳創業

國家」（Best Countries to Start a 

Business）第 1 名。泰國商業部

表示，主要原因係商業部簡化註

冊程序，持續改善整體經商及投

資環境，以吸引更多外商來泰投

資。

美國媒體雜誌《US News & 
 日本上季 GDP 季增年率 0.5％，連 8 季擴張。圖為今年 1 月，東京民眾參加鐵砲洲稻荷神社

寒中水浴大會，祈禱新年健康。

圖／歐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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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Report》於 1 月 23 日公布「2017 年全球

最佳創業國家」排名，在受考評之 80 個國家，

泰國連續 2 年獲評為「全球最佳創業國家」第 1

名。此外，在「全球最佳投資國家」排行榜，泰

國亦名列第 8 名。

為推動泰國 4.0 政策，泰國政府致力改善總

體經商與投資環境，藉以吸引更多外人的投資，

例如泰國商業部將外商登記註冊 5 個程序步驟減

少為 3 個程序，原本手續需要 25.5 天的時間，

現在最快僅 2 天即可完成註冊。

越南高科技園區吸引近100億美元之投資

進駐

據越南法律報 2 月 21 日報導，越南科技部

統計，該國目前位在河內市、胡志明市及峴港等

3 處國家級高科技園區已吸引 218 件投資案件，

總投資額約 100 億美元，並創造約 5 萬個就業機

會。其中，河內市之和樂高科技園區投資案件有

81 件，金額約 30 億美元；胡志明市有 130 件投

資案件，金額約 68 億美元；峴港已核發 7 件投

資案執照，金額約 1.6 億美元。

胡志明市高科技園區目前有 66 件投資案件

已投入運作，2010 年時之產值約 5 億美元，至

2017 年產值已達 120 億美元，預估 2020 年產

值將超過 200 億美元，每年可貢獻胡志明市收入

超過 10 億美元。

此外，越南政府頒布第 74/2017/ND-CP 號公

告有關河內市和樂高科技園區之發展措施，包括

降低投資門檻、提供投資優惠等，吸引外資企業

投資如：南韓 Hanwha Techwin 投資金額為 2 億

美元，以生產航空發動機及零組件。該公告並同

意在和樂高科技園區投資規模 4 兆越南盾以上

者，可適用 10% 企業所得稅率 30 年之優惠。

同時，越南政府亦頒布第 04/2018/ND-CP 公

告有關峴港高科技園區之優惠措施相關規定，自

2018 年 2 月 20 日起生效。依據前述新規定，新

投資案之企業可適用 10% 所得稅稅率，為期 15

年；新投資案規模 3 兆越南盾以上者，將適用

10% 所得稅稅率，為期 30 年。

香港連續24年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

據中央社 2 月 2 日報導，美國傳統基金會

（Heritage Foundation）發表 2018 年《經濟自由

度指數》報告，香港連續 24 年蟬聯全球最自由

經濟體第一名，為 90.2 分，較去年上升 0.4 分。

台灣則排在第 13，總分 76.6。不過，報告中也

提到，雖然香港司法系統維持獨立，但「北京保

留對憲法最終的解釋權」，使得終審法院權力受

限。

根據報告內容顯示，香港是唯一一個總分超

過 90 分的經濟體，更創下 97 年回歸以來新高，

第二名是 88.8 分的新加坡。中國大陸以 57.8 分

排 110 位、台灣以 76.6 分排第 13、澳門排第

34。

另有電子媒體報導，在 12 項評估指標中，

香港有 8 項指數獲得 90 分或以上，包括營商自

由、貿易自由和金融自由等，而財政健康更獲

100 滿分。表現較為遜色的有政府誠信、貨幣自

由、司法效率和勞工自由，得分由 83 至 89 分

不等。基金會在報告中指出，注意到近年中國大

陸對香港政治的干預增加，限制了終審法院的權

力。

對於連續 24 年被評選為全球最自由經濟

體，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儘管香港在最

新報告中的表現持續改善，但政府深明在環球激

烈競爭下，香港必須繼續努力，否則只會不進則

退。」他說：「政府會致力維護香港的優勢，包

括法治和司法獨立」。

兩岸經貿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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