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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即發佈： 
 

香港：大灣區企業拓展海外市場首選平台  
RCEP 加強區域供應鏈促貿易往來 

 

2021 年 11 月 18 日 – 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貿發局)與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香港分會

(ACCA)今日聯合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 為「粵港

澳大灣區」企業拓展海外市場增添新動力；而香港作為重要的商貿樞紐，能夠提供多元化

的專業服務，是大灣區企業拓展海外業務的理想平台。 
 

香港貿發局研究總監關家明指出，RCEP 相關條款最快會在明年實施，進一步推動區域供

應鏈的發展和整合，並加速亞洲生產邁向專業化。這不僅促進各 RCEP 成員國之間的貿易

往來，也有利備受疫情打擊的全球經濟重拾增長動力。 
 

報告引述一項調查^，差不多所有有意「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場，並在大灣區設點的內地

企業均表示需要專業服務，包括產品研發及設計(31%)、銀行融資及項目估值(30%)、品

牌設計及營銷策略(30%) 以及法律和會計服務(30%)。過半內地受訪者認為香港是尋求專

業服務的境外首選地點，其次為美國(23%)、新加坡(21%)及日本(14%)。東南亞地區包括

部份 RCEP 成員國是這些有意「走出去」的大灣區企業最有興趣進行海外投資的目的地。 
 

香港成首選專業服務樞紐 

根據國家商務部最新資料顯示，2020 年中國內地首次成為全球最大對外直接投資來源

地，對外直接投資總額達到 1,537 億美元，年增長 12.3%。同期，58%的中國內地對外直

接投資經由香港進行，「這些資金大多以香港商貿平台為跳板，投向亞洲及其他海外地

區。」 
 

關家明指出，香港雖然尚未成為 RCEP 一員，但在內地新一輪對外投資中發揮關鍵作用。

「香港憑藉在金融、法律、會計等專業服務方面的優勢，可以為內地企業提供專業建議，

把在海外擴展業務的風險降至最低。」  
 

他舉例說，當企業考慮轉移生產線或把營銷網絡重新佈局，要先深入了解各地市場的政

治、文化、法律和法規；簡單如取消關稅，因各國落實執行時間不同，企業亦未必清楚是

否能受惠。「因此，企業若要把握 RCEP 機遇，專業建議和盡職調查必不可少。」 
 

加強區內貿易 

關家明呼籲港商把握 RCEP 進一步整合區域供應鏈所帶來的機遇，並指隨着 RCEP 消除貿

易壁壘，大多數的原材料及半製成品能夠在成員國之間自由流動，令區域供應鏈更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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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行業之間的分工將更加精細明確，預期處於不同生產基地的上下游企業之間的往來

將更頻繁。香港有望參與更多 RCEP 成員國之間的貿易，特別是電子產品及其他工業產

品。」 
 

專業服務促企業合作 

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ACCA)香港事務總監鄭維雋說：「內地企業在 RCEP 國家進行投資

時，可以通過香港專業項目評估服務引入外部資金，亦可在香港設立區域辦事處，提升項

目運作的整體效率。此外，我們亦可提供配對服務，協助企業物色和篩選 RCEP 的潛在合

作夥伴。」 
 

「作為一家蓬勃發展的全球專業會計師組織，ACCA 一直致力聯繫我們遍及全球的合作夥

伴，促進國際和區域貿易增長。ACCA 期望這份研究報告，讓業界加深了解 RCEP 機遇，

並支援他們在後疫情時代持續復蘇及發展新業務。」 
 

RCEP 嶄新機遇 

去年 11 月，亞洲 15 個國家包括澳洲、文萊、柬埔寨、印度、日本、韓國、老撾、中國

內地、馬來西亞、緬甸、新西蘭、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及越南簽訂了「區域全面經濟夥

伴關係協定」 (RCEP)，組成了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佔全球經濟約三分之一。RCEP 將

通過推出多項促進貿易、取消關稅、減少非關稅壁壘、推動電子商貿和擴大市場准入等新

措施，加強成員國之間的經濟一體化水平，創造更多商機。  
 

鄭維雋表示，從過去 20 年 RCEP 的貿易數字看到區內供應鏈合作十分緊密。RCEP 將取

消大部分關稅，簡化通關手續，並應用累積原則整合不同產地來源規定，其他間接材料、

原產地申報等都比較寬鬆，讓 RCEP 企業可以更容易享受到關稅優惠的安排。 
 

服務貿易和投資方面，RCEP 65%以上服務領域將對外資全部開放。「RCEP 通常採用負

面清單加上國民待遇的模式，很大程度降低了外商投資經濟風險，同時也擴大了市場准入

包括金融業、專業服務等比較熱門的領域。」她補充說。 
 
^香港貿發局與廣東省商務廳於 2019 年下半年合作進行調查，訪問了 277 家大灣區企業，主要從事製造業、出入口
貿易、金融/法律/會計服務，以及物流、資訊科技/科研、批發/零售等行業。 

 

參考資料 

• 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http://research.hktdc.com/    

• 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香港分會) ：https://www.accaglobal.com/hk/en.html  

• 發掘 RCEP 商機：立足香港 放眼灣區 致勝未來：accaglobal.com/hk/en/professional-

insights/global-economics/RCEP-Opp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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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下載：https://bit.ly/3HtcnPa  

 

香港貿發局研究總監關家明指出，RCEP 相關條款最快會在明年

實施，進一步推動區域供應鏈的發展和整合，並加速亞洲生產

邁向專業化。 

 

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ACCA)香港事務總監鄭維雋說，內地企業

在 RCEP 國家進行投資時，可以通過香港專業項目評估服務引入

外部資金，亦可在香港設立區域辦事處，提升項目運作的整體

效率。 

 

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貿發局)與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香港分會

(ACCA)今日聯合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協定」 (RCEP) 為「粵港澳大灣區」企業拓展海外市場增添新動

力；而香港作為重要的商貿樞紐，能夠提供多元化的專業服

務，是大灣區企業拓展海外業務的理想平台。 

 

傳媒查詢 

香港貿發局傳訊及公共事務部 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ACCA)香港分會 

林衍欣 林映怡 

電話： (852) 2584 4049           電話： (852) 2973 1106 

電郵：beatrice.hy.lam@hktdc.org   電郵：jacqueline.lam@acca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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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ACCA 

ACCA 全稱為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作為一家蓬勃發展的國際專業會計師組織，我們秉承嚴格的專業要求與道德標
準，在全球 178 個國家和地區擁有 233,000 名會員與 536,000 名未來會員。在中國，ACCA 擁有 28,000 名會員及
167,000 名未來會員，並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成都、沈陽、青島、武漢、長沙、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
行政區共設有 11 個辦公室。ACCA 為世界各地、各行各業的有志之士創造機遇，使他們在財會、金融和管理領域成
就卓越的職業生涯。通過廣受認可的專業研究，ACCA 剖析當前議題，洞察未來趨勢，引領行業發展。更多關於
ACCA 的資訊，請瀏覽: accaglobal.com/hk | www.facebook.com/ACCA.HongKong | www.instagram.com/acca_hk | 

www.linkedin.com/showcase/acca-hong-kong | WeChat ID: ACCA_HK 

 

關於香港貿易發展局 

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貿發局)是於 1966 年成立的法定機構，負責促進、協助和發展香港貿易。香港貿發局在世界各

地設有 50 個辦事處，其中 13 個設於中國內地，致力推廣本港作為雙向環球投資及商業樞紐。 香港貿發局通過舉辦

國際展覽會、會議及商貿考察團，為企業(尤其是中小企)開拓內地和環球市場的機遇。香港貿發局亦通過研究報告和

數碼資訊平台，提供最新的市場分析和產品資訊。有關香港貿發局的其他資訊，請瀏覽

www.hktdc.com/aboutus/tc。請關注我們的 @香港貿發局 @香港貿發局時尚生活 @香港商貿通 香港貿發局 

請訂閱香港貿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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