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業貿易署保存的資料／記錄一覽表  

（按類別及事務劃分）  
 
 

美洲部  

對外貿易關係科  

I.  一般行政  

II. 一般對外貿易關係事務  

1. 香港與美洲國家／地區的貿易關係 * 

2. 香港與美洲國家自由貿易協定及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的

實施  

3. 貿易便覽和其他市場數據  

4. 訪港賓客和外訪  

5. 通告  

6. 公眾查詢  

7. 紡織品和成衣的統計數字  

 
*按字母順序排列的國家／地區名單載於附件 A  

 
戰略貿易管制科  

I. 一般行政  

II. 香港戰略貿易管制制度：政策和程序  

III.  簽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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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部  

I. 一般行政  

II. 一般對外貿易關係事務  

1. 香港與歐洲國家／地區的貿易關係 * 

2. 貿易便覽和其他市場數據  

3. 訪港賓客和外訪  

4. 通告  

5. 公眾查詢  

III.  自由貿易協定  

IV. 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   

 
 
* 按字母順序排列的國家／地區名單載於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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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業支援部  

I. 一般行政  

II. 諮詢委員會  

1. 工業貿易諮詢委員會  

2. 中小型企業委員會  

 
III.  資助計劃  

(「工商機構支援基金 1」、「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中小
企業信貸保證計劃」，及「特別信貸保證計劃」 ) 

1. 資助/信貸保證申請  (只限申請者查閱 ) 

2. 獲批項目  (只適用於工商機構支援基金 1) 

3. 資助的活動和主辦機構資料 (只適用於中小企業市場推廣

基金及過去一年獲批活動 ) 

4. 貨幣匯率資料 (只適用於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 ) 

5. 統計數字  

6. 公眾查詢 (就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只限有關查詢者兩

年內資料）  

7. 宣傳事宜  

8. 政策／行政事宜  

 
IV. 品牌推廣  

1. 品牌推廣活動  

 
V. 中小企業服務  

1. 中小企業「營商友導」計劃  

2. 「問問專家」業務諮詢服務  

3. 中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心（SUCCESS）網頁  

4. 創業資訊服務  

5. SUCCESS 參考圖書室  

6. 中小企業統計數字  

                                                 
1 工商機構支援基金於 2018 年 10 月由前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及發展品牌、升級轉

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下的機構支援計劃整合而成。工商機構支援基金下的記

錄包括前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及機構支援計劃下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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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亞太經合組織）中小型企業部長會

議和相關會議  

8. 中小企業研討會／工作坊  

9. 中小企脈搏  

10. SUCCESS 電子通訊／電郵通知服務  

11. 中小企業客戶聯絡小組  

 
VI. 工商業聯絡及支援  

1. 工商組織  

2. 參觀工業企業  

3. 工業用地  

4. 香港工業總會  

5.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6. 職業訓練局  

7. 香港工商業奬  

8. 工商業聯絡與支援的雜項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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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部  

內地科（一）  

I.  一般行政  

II.  與中國內地的貿易關係  

1. 中國入世承諾及實施情況  

2.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安排》）

下零關稅的實施  

3. 法律法規  

4. 查詢  

5. 報告和刊物  

III.  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工商專業界工作小組  

 
內地科（二）  

I. 一般行政  

II. 《安排》  

1. 《安排》的發展  

 
內地科（三）  

I.  一般行政  

II. 《安排》  

1. 查詢  

2. 宣傳推廣活動  

3. 統計  

4. 內地法律法規資訊  

5. 與內地省市政府的聯繫  

6. 《安排》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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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科（四）  

I. 一般行政  

II. 未經加工鑽石及消耗臭氧層物質簽證事宜  

III.  轉運貨物豁免許可證方案事宜  

IV. 艙單查核  

V. 《香港服務提供者核證》及《香港投資者》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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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邊貿易部  

I. 一般行政  

II. 多邊貿易事務  

1. 《馬拉喀什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  

2. 《 1994 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關貿總協定）  

3. 《農業協定》  

4. 《實施衞生與植物衞生措施協定》  

5. 《技術性貿易壁壘協定》  

6. 《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  

7. 《關於實施 1994 年〈關貿總協定〉第 6 條的協定》（反傾

銷協定）  

8. 《關於實施 1994 年〈關貿總協定〉第 7 條的協定》（海關

估價協定）  

9. 《裝運前檢驗協定》  

10. 《產地來源規則協議》  

11. 《進口許可程序協定》  

12. 《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  

13. 《保障措施協定》  

14. 《貿易便利化協定》  

15. 《服務貿易總協定》  

16. 《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  

17. 《關於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的諒解》  

18. 貿易政策審議機制  

19. 《政府採購協定》  

20. 《資訊科技協定》  

21. 《國際奶製品協議》  

22. 《國際牛肉協議》  

23. 非農產品市場准入  

24. 關稅和非關稅措施  

25. 貿易與環境  

26. 貿易與投資  

27. 投資便利化  

28. 貿易與競爭  

29. 貿易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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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電子商貿  

31. 服務貿易協定  

32. 環保貨物協定  

 

III.  香港特別行政區參與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1. 貿易委員會  

2. 貿易委員會工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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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合作組織部  

I. 一般行政  

II. 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亞太經合組織）  

1. 高級官員會議  

2. 部長級會議  

3. 專業部長會議  

  亞太經合組織環境部長會議  

  教育部長會議  

  能源部長會議  

  環境持續發展部長會議  

  財政部長會議  

  糧食供應部長會議  

  衛生部長會議  

  人力事務部長會議  

  礦業部長會議  

  貿易部長會議  

  中小型企業部長會議  

  電訊及資訊業部長會議  

  運輸業部長會議  

  旅遊業部長會議  

4. 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  

5. 雜項會議  

6. 貿易及投資委員會  

  汽車工業論壇  

  營商者流動性小組  

  化學工業論壇  

  電子商貿督導小組  

  服務業小組  

  知識產權專家小組  

  投資專家小組  

  生命科學創新論壇  

  市場准入小組  

  清關程序附屬委員會  

  標準及遵行附屬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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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經濟委員會  

  競爭政策與法律  

  強化經濟法制架構  

8. 財政預算和管理委員會  

9. 經濟及技術合作指導委員會  

10. 專責小組／工作小組  

  農業技術合作  

  反貪污及透明度專家  

  反恐  

  緊急準備  

  能源  

  海洋及漁業  

  性別課題聯絡人員網絡  

  衛生  

  人力資源發展  

  工業科學技術  

  礦業  

  中小型企業  

  電訊及資訊業  

  旅遊業  

  運輸業  

11. 其他小組／議題  

  亞太經合組織糧食系統  

  亞太經合組織研究中心聯盟  

  自由貿易協議及區域貿易協議  

  農業生物科技高層政策對話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電子化策略  

  可持續發展  

  便利工商營運措施  

12. 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的議題  

  亞太經合組織走向 21 世紀科學及技術產業合作議程  

  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  

  商業互助計劃  

  教育計劃  

  能源、環境和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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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用民間團體  

  財政部長進程  

  糧食、能源和人口  

  落實亞太經合組織商定的透明度規定  

  投資守則  

  領導人實施結構改革議程  

13. 亞太經合組織的改革  

14. 貿易便利化和供應鏈聯繫  

15. 提交世貿組織的文稿  

16. 貿易政策對話  

17. 亞太經合組織行動匯報和監察系統  

18. 兩性和青年事務  

19. 個別行業貿易自由化  

20. 亞太經合組織經濟體系參與亞太經合組織的資料  

  澳大利亞  

  文萊  

  加拿大  

  智利  

  中國  

  印度尼西亞  

  日本  

  南韓  

  馬來西亞  

  墨西哥  

  新西蘭  

  巴布亞新幾內亞  

  秘魯  

  菲律賓  

  俄羅斯  

  新加坡  

  中國台北  

  泰國  

  美國  

  越南  

21. 非成員參與亞太經合組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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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商貿諮詢委員會  

23. 亞太經合組織主要活動時間表／聯絡資料一覽表／參加

者名單  

24. 剪報  

25. 雜項  

  信件  

  資料摘要  

  演辭  

 

III.  其他主要工作  

1. 香港與亞洲 (內地除外）、非洲及大洋洲的雙邊貿易關係 * 

2. 《中國香港與新西蘭緊密經貿合作協定》的實施  

3. 太平洋經濟合作議會  

4. 太平洋經濟合作香港委員會  

5. 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  

 
* 按字母順序排列的國家／地區名單載於附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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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部  

工廠登記及產地來源證科  

I. 一般行政  

II. 科政策和程序  

1. 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包括《安排》、《中國香港與新西蘭緊

密經貿合作協定》、《中國香港與歐洲自由貿易聯盟國家自

由貿易協定》、《中國香港與智利自由貿易協定》、《中國香

港與格魯吉亞自由貿易協定》、《中國香港與東南亞國家聯

盟（東盟）自由貿易協定》及《中國香港與澳洲自由貿易

協定》下的原產地標準  

2. 《安排》下的原產地證書、香港產地來源證－新西蘭、香

港產地來源證－格魯吉亞及香港產地來源證－東盟  

3. 產地來源證制度  

  政策和程序  

  就個別產品產地來源標準的查詢  

  普及特惠稅制度  

  簽證聯絡委員會和政府認可的來源證簽發機構  

  產地來源證電子服務  

4. 工廠登記  

5. 外地加工措施  

6. 本地分判措施  

7. 古董宣誓書  

 

http://www.tid.gov.hk/tc_chi/import_export/cert/cert_othercodoc_loc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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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品登記科  

 
I. 一般行政  

II. 紡織品制度  

1. 紡織商登記方案  

2. 紡織業諮詢委員會  

3. 紡織品管制措施（政策和一般原則）  

4. 放寬管制前的生產通知書  

 
III.  配方粉出口簽證  

IV. 內地糧食及其製粉本地進口商登記  

V. 香港「備案葡萄酒出口商」登記  

VI.  食米管制方案  

VII.  香港與歐洲聯盟在紡織品事宜上的貿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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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科  

I. 一般行政  

1. 政府產業和設施  

2. 部門委員會和會議  

3. 環保管理  

4. 資訊服務和刊物  

5. 知識產權  

6. 職業安全及健康  

7. 辦公室行政和設備  

8. 法定語文和翻譯  

9. 檔案管理  

10. 社會、社區和慈善服務  

11. 統計數字  

12. 運輸和政府車輛  

13. 工業貿易署電話查詢熱線錄音記錄  

 
II.  會計  

1. 帳目及會計  

2. 預支帳  

3. 應付帳項  

4. 預算  

5. 開支管制  

6. 收費  

7. 查詢審計  

8. 應收帳項  

9. 薪金  

10. 津貼  

11. 外訪及考察  

12. 通告及指令  

13. 財務  

14. 管理服務  

15. 銀行及銀行服務  

16. 申索  

17. 長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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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檔案管理  

 
III.  物料供應  

1. 設備﹑物料供應和服務  

2. 家具  

3. 辦公室器材  

4. 印刷品  

5. 制服  

6. 統計數字  

7. 通告和指令  

8. 檔案管理  

9. 資訊科技和電腦系統  

 
IV. 人事  

1. 聘用及調職  

2. 假期和旅費  

3. 終止聘用  

4. 品行和紀律  

5. 薪金和津貼  

6. 房屋福利  

7. 醫療和牙科服務  

8. 培訓及發展  

9. 編制事宜  

10. 員工關係和福利  

11. 人力資源計劃和管理  

12. 僱用及招聘  

13. 退休金福利  

14. 獎勵及榮譽  

15. 保障計劃  

16. 表現評核  

17. 晉升及考試  

18. 政府新聞處資助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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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美洲部（對外貿易關係科）的國家／地區名單  

阿根廷  

阿魯巴  

巴哈馬  

巴巴多斯  

伯利茲  

玻利維亞  

巴西  

加拿大  

智利  

哥倫比亞  

哥斯達黎加  

古巴  

多米尼加共和國  

厄瓜多爾  

薩爾瓦多  

格林納達  

危地馬拉  

圭亞那  

海地  

洪都拉斯  

牙買加  

墨西哥  

尼加拉瓜  

巴拿馬  

巴拉圭  

秘魯  

波多黎各  

蘇里南  

特立尼達和多巴哥  

美國  

烏拉圭  

委內瑞拉  

美屬處女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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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歐洲部的國家／地區名單  

阿爾巴尼亞  列支敦士登  

安道爾  立陶宛  

亞美尼亞  盧森堡  

奧地利  北馬其頓  

阿塞拜疆  馬耳他  

白俄羅斯  摩爾多瓦共和國  

比利時  黑山  

波斯尼亞及黑塞哥維那  荷蘭  

保加利亞  挪威  

克羅地亞  波蘭  

塞浦路斯  葡萄牙  

捷克共和國  羅馬尼亞  

丹麥  俄羅斯  

愛沙尼亞  聖馬力諾  

歐洲聯盟  塞爾維亞  

芬蘭  斯洛伐克  

法國  斯洛文尼亞  

格魯吉亞  西班牙  

德國  瑞典  

直布羅陀  瑞士  

希臘  塔吉克斯坦  

匈牙利  土耳其  

冰島  土庫曼斯坦  

愛爾蘭  烏克蘭  

意大利  英國  

哈薩克斯坦  烏茲別克斯坦  

吉爾吉斯斯坦  羅馬教區 (梵蒂岡 )  

拉脫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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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區域合作組織部的國家／地區名單  

阿富汗  馬拉維  

阿爾及利亞  馬來西亞  

安哥拉  馬爾代夫  

東盟  馬里  

澳大利亞  毛里塔尼亞  

巴林  毛里求斯  

孟加拉國  蒙古  

貝寧  摩洛哥  

不丹  莫桑比克  

博茨瓦納  緬甸  

文萊  納米比亞  

布基納法索  瑙魯  

布隆迪  尼泊爾  

柬埔寨  新西蘭  

喀麥隆  尼日爾   

佛得角  尼日利亞  

中非共和國  紐埃  

乍得  阿曼  

科摩羅  巴基斯坦  

剛果  帕勞  

剛果民主共和國  巴布亞新幾內亞  

庫克群島  菲律賓  

科特迪瓦  韓國  

朝鮮  卡塔爾  

吉布提  盧旺達  

埃及  薩摩亞  

赤道幾內亞  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厄立特里亞  沙特阿拉伯  

埃塞俄比亞  塞內加爾  

密克羅尼西亞聯邦  塞舌爾  

斐濟  塞拉利昂  

加蓬  新加坡  

岡比亞  斯里蘭卡  

加納  所羅門群島  

幾內亞  索馬里  

幾內亞比紹  南非  

香港  南蘇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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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蘇丹  

印度尼西亞  斯威士蘭  

伊朗  敘利亞  

伊拉克  台灣（中國台北）  

以色列  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  

日本  泰國  

約旦  多哥  

肯尼亞  湯加  

基里巴斯  突尼斯  

科威特  圖瓦盧  

老撾  烏干達  

黎巴嫩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萊索托  瓦努阿圖  

利比里亞  越南  

利比亞  也門  

澳門  贊比亞  

馬達加斯加  津巴布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