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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衡量地區貿易指標的對比及對澳門貿易發
展的啟示
本文透過梳理多家權威國際機構衡量地區貿易的指標或報告，歸納出有關貨物貿易和服
務貿易指標評估的主要因素，並結合澳門實際情況，嘗試分析影響貿易指標表現的關鍵要
素，以及當中值得澳門貿易發展參考的地方。
貨物貿易方面，主要參考了世界經濟論壇、世界銀行、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和世
界貿易組織等權威機構分析地區貨物貿易動態變化的四份研究報告。而服務貿易方面，主要
參考了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以及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等權威機
構對服務貿易的分析報告。在服務貿易方面，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發佈的《全球
服務貿易發展指數報告》將澳門列為 2018 年全球綜合排名榜第 3 位。
透過比對分析，發現貨物貿易四份指標報告基本涵蓋貿易政策、關稅、海陸空運輸、海
關邊境管理等方面。如地區採取積極導向性的貿易促進政策、實施關稅優惠政策和貨物貿易
便利措施、具備港口優勢或發達的運輸設施網絡、並實行通關便利化，則可取得較良好的指
標分值。而服務貿易指標報告方面，三份指標基本涵蓋許可限制、業務規模和產業發展水平
等方面。如地區具有開放性的政策、有一定規模較的行業數據量、較大的服務業增加值等，
則可取得較良好的服務貿易指標分值。
總括而言，上述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指標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可為服務貿易市場的發
展提供參考標準，涉及的衡量範疇亦有廣泛的認受性。在澳門被納入排名的服務貿易指標報
告當中，明確反映出澳門具有相當的服務貿易優勢。

重要聲明 / Disclaimer / Aviso Legal
› 本報告的原始數據來源於第三方機構已公開的資訊，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不保證該等資訊是否準確、充足、及時或可靠，對
該等資訊產生的一切事宜不負任何法律責任。本報告僅供一般參考，不視為本局任何推薦或建議。
We hereby clarify that this report contains information published by third parties. The Macao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motion
Institute (IPIM) does not guarantee that such information is accurate, adequate, timely or reliable. IPIM also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to any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report. All Information herein is for reference only and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any recommendation or advice by IPIM.
Os dados originais constantes do presente relatório provêm de informações publicadas por terceiros e o Instituto de Promoção
do Comércio e do Investimento de Macau (IPIM) não garante a exactidão, a suficiência, a actualização ou a credibilidade dessas
informações, nem assume qualquer responsabilidade legal em tudo o que possa resultar do uso dessas informações. O presente
relatório destina-se apenas para referência geral, não se tratando de qualquer recomendação ou sugestão do IPIM.
› 本局可在任何時間行使權力，在無須通知的情況下決定增加、修訂或刪除報告資訊。本報告未經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許可，
不得刊登、上載、分發、出版或出售，以及本局對上述的不法事宜，保留法律追究權力。
IPIM may exercise its rights at any time, without prior notice, to make addition to, amend or remove any information from the
report. Publishing, uploading, distributing, or selling this report without express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Macao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motion Institute (IPIM) is strictly prohibited. IPIM reserves all rights regarding the above mentioned illegal acts.
Este Instituto pode, a todo o tempo, exercer os seus poderes, para determinar o aditamento, a alteração ou a eliminação das
informações constantes do presente relatório sem aviso prévio. Este relatório não pode ser publicado, carregado, distribuído,
editado ou vendido sem prévia autorização do IPIM, sendo reservado a este o direito de efectivar a responsabilidade dos actos
ilícitos acima referi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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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n Regional Trade Indicators and its enlightenment for
Macao’s trade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aims to go through the regional trade indicators or reports released by the authoritati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o as to summarize the main factors related to the evaluation of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By considering Macao’s actual situation and analyzing the key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trade indicators, we are trying to seek out which are worth as reference
for Macao’s trade development.
Regarding trade in goods, we mainly referred to four reports published by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amely World Economic Forum, World Bank, Lausann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n Switzerland a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focused on analyzing
the dynamic trends of regional trade in goods. Regarding trade in services, we based our study
on three reports released by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Commerce, as reference.
After reviewing the aforementioned reports, we noted that there are indicators which include
Macao in the scope of assessment in terms of trade in services. The “Global Services Trade
Development Index Report” issued by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listed Macao at the third place in the 2018 global
comprehensive rankings.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e noted that above-mentioned four reports on trade in goods
basically cover the sectors of trade policies, tariffs, land, sea and air transportation, customs and
border management. Also, the target region is more likely to obtain a better score if it develops the
following practices, namely adopting active and oriented trade promotion policies, implementing
preferential tariff policies and facilitation measures for trade in goods, possessing port advantages
or maintaining developed network of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and implementing customs clearance
facilitation. With reference to trade in services, three indicators mentioned above primarily cover
the aspects of licensing restrictions, business scal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evel. A region with
open policies, large amount of industry data, and a high added value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is likely
to receive a relatively higher score.
To conclude, the aforementioned indicators of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are widely recognized
and serve as guiding role and reference standar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e market.
Furthermore, the indicators which include Macao into the scope of assessment clearly reflect that
Macao has considerable trade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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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ção e análise dos indicadores quantitativos do comércio
regional e a sua inspiração para o desenvolvimento do comércio em
Macau
O presente artigo tem como finalidade analisar os indicadores quantitativos do comércio regional
ou relatórios publicados pelos organismos internacionais de renome, nos quais são resumidos os
factores relacionados com a avaliação do comércio de bens e de serviços e, passando em revista a
situação concreta de Macau, visa-se analisar os principais factores que afectam o desempenho dos
indicadores de comércio e sintetizar os aspectos dignos de referência para o desenvolvimento do
comércio de Macau.
Em termos de comércio de bens, foram consultados como referência quatro relatórios dos
organismos internacionais relevantes, designadamente o Fórum Económico Mundial, o Banco
Mundial, o Instituto Lausanne para o Desenvolvimento da Gestão Internacional da Suíça, e a
Organização Mundial do Comércio (OMC), no sentido de analisar as tendências dinâmicas do
comércio regional de bens. Em termos do comércio de serviços, foram estudados como referência
os relatórios publicados por vários organismos de renome, tais como a Organização para
Cooperação e Desenvolvimento Económico, a OMC e o Instituto de Investigação para a Cooperação
Económica e Comercial Internacional junto do Ministério do Comércio da China.
Relativamente às duas vertentes acima referidas, existe um indicador de cada para incluir Macau
no âmbito de avaliação, a exemplificar, no relatório sobre o Índice de Desenvolvimento de
Comércio de Serviços publicado pelo Instituto de Investigação para a Cooperação Económica e
Comercial Internacional do Ministério do Comércio, Macau foi classificada em 3º lugar no ranking
mundial referente ao ano de 2018.
Por meio de comparação e análise, verifica-se que os quatro relatórios de indicadores sobre o
comércio de mercadorias reportam-se basicamente às políticas comerciais, tarifas aduaneiras,
transporte terrestre, marítimo e aéreo, controlo de alfândega e de fronteiras. Se as regiões em
análise adoptarem políticas de promoção comercial activas e orientadas, implementarem políticas
tarifárias preferenciais e medidas convenientes para o comércio de mercadorias, tiverem vantagens
portuárias ou redes de instalações de transporte bem desenvolvidas, e implementarem facilitação
de desembaraço aduaneiro, poderão obter uma pontuação de índice mais elevada. Quanto aos
relatórios de indicadores de comércio de serviços, os três indicadores reportam-se basicamente
às restrições de licenciamento, à escala do negócio e ao nível de desenvolvimento industrial.
Por exemplo, uma região com políticas abertas, uma maior quantidade de dados do sector e um
grande valor agregado do sector de serviços, pode obter uma pontuação mais elevada de índice de
comércio de serviços.
Em suma, os indicadores acima referidos sobre o comércio de bens e de serviços desempenham
um importante papel orientador e servem como padrão de referência para o desenvolvimento
do mercado comercial, cujo âmbito de avaliação sendo amplamente reconhecido. Mais ainda, os
relatórios sobre os indicadores comerciais, incluídos no ranking de Macau, reflectem claramente
que Macau possui vantagens comerciais consideráv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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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進程不斷加快，為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帶來了更多
機遇。國際權威機構紛紛制定分析指標，評估和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貿易開放度。有見及
此，本文將從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兩方面，參考不同國際機構發佈的指標報告，通過梳理和
比對分析，試圖探索有關衡量地區貿易指標的關注點，以及了解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貿易表
現。

一、衡量地區貨物貿易的指標
貨 物 貿 易 指 標 方 面， 主 要 參 考 了 由 世 界 經 濟 論 壇（World Economic Forum， 簡 稱
WEF）發佈的《全球貿易促進指數》（Global Enabling Trade Index）、瑞士洛桑國際管
理 發 展 學 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簡 稱 IMD） 的《 世
界 競 爭 力 年 報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世 界 銀 行（World Bank， 簡 稱
WB）的《營商環境報告》（Doing Business Report），以及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sation，簡稱 WTO）《貨物貿易晴雨表》共四份報告，以下是上述四份報告有關指
標的概述：

1.1 WEF 的《全球貿易促進指數》（Global
Enabling Trade Index）
WEF《全球貿易促進指數》報告主要對全球 136 個經濟體在市場准入、邊境管理、交通
與數位化基礎設施、運輸服務及商業運營環境等方面的表現進行了評估。
指數的計算包括七大領域共 50 個指標，各個指標因應衡量的範圍程度不同，而有不同
的計算方法，包括以百分比 0% 至 100%、李克特量表 1-5 分、百分制 0 至 100 分等方式，
最後綜合指標表現評定出各領域的分值，領域的分值則以 7 分為最高，1 分最低，以小數點
一位作為差距單位。
《全球貿易促進指數》指標構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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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領域

50 個指標

關稅率 Tariff rate %
關稅組成的複雜程度 Complexity of tariffs
免稅進口份額 Share of duty-free imports %
關稅覆蓋面 Tariffs faced %
國外市場准入
Foreign market access
目標市場的優先保證金表現 Margin of pref. in destination markets
海關服務指數 Customs services index
清關程序的效率 Efficiency of the clearance process
進口時間：單證合規 Time to import: Documentary compliance
進口時間：邊境合規 Time to import: Border compliance
進口成本：單證合規 Cost to import: Documentary compliance
進口成本：邊境合規 Cost to import: Border compliance
邊境管理的效率和透明度
Efficiency and transparency of 出口時間：書面合規 Time to export: Documentary compliance
border administration
出口時間：邊境合規 Time to export: Border compliance
出口成本：書面合規 Cost to export: Documentary compliance
出口成本：邊境合規 Cost to export: Border compliance
非恆常付款和賄賂：進出口 Irregular payments and bribes: imports/exports
進口時間可預測性程序 Time predictability of import procedures
海關透明度指數 0-1 Customs transparency index
可用的航空公司每座公里數 Available airline seat kilometres
運輸基礎設施的質量 Quality of air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基建運輸設施的可用性和質量 鐵路基礎設施的質量 Quality of railroad infrastructure
Availability and quality of
班輪運輸連通性指數 Liner Shipping Connectivity Index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港口基礎設施的質量 Quality of port infrastructure
道路質量指數 Road quality index
道路的質量 Quality of roads
貨運的便利性和可承受性 Ease and affordability of shipment
物流能力 Logistics competence
運輸服務的可用性和質量
跟進和追踪能力 Tracking and tracing ability
Availability and quality of
到目的地的貨運及時性 Timeliness of shipments to destination
transport services
郵政效率 Postal service efficiency
效率運輸方式變化 Efficiency of transport mode change
移動電話配備 Mobile-cellular telephone subscriptions
互聯網用戶百分比 % Internet users
固定寬帶互聯網配備 Fixed-broadband Internet subscriptions
資訊與通信科技的可用性
移動寬帶配備 Mobile-broadband subscriptions
Availability and use of ICTs
ICT 用於企業間的交易 ICT use for biz-to-biz transactions
互聯網用於企業對消費者的交易
Internet use for biz-to-consumer transactions
政府在線服務指數 Government Online Service Index
財產保護 Protection of property
公共機構的效率和問責制 Efficiency and accountability of public institutions
營運環境
融資渠道 Access to finance
Operating environment
對外開放程度 Openness to foreign participation
物質安全 Physical security
國內市場准入
Domestic market access

根據 2016 年報告 1，新加坡以 6.0 分位列第一位，而第二位至第十位的經濟體依次為
荷蘭（5.7 分）、中國香港（5.7 分）、芬蘭（5.6 分）、盧森堡（5.6 分）、瑞典（5.6 分）、
奧地利（5.5 分）、比利時（5.5 分）、英國（5.5 分）、德國（5.5 分）。中國內地則以 4.5
分排第 61 位，與第 53 位的保加利亞得分相同。
› 1: 世界經濟論壇最後一次發表的《全球貿易促進指數》報告是2016年

6

有關衡量地區貿易指標的對比
及對澳門貿易發展的啟示

1.2 IMD《世界競爭力年報》（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中的“國際貿易”指標
IMD 的《 世 界 競 爭 力 年 報 》 按 經 濟 表 現、 政 府 效 率、 商 業 效 率 及 基 礎 建 設 4 個 主
要領域對全球 63 個國家與地區的競爭力進行評分。其中，在“經濟表現”（Economic
Performance）內的指標“國際貿易”（International Trade）主要考慮總貿易額、貨物貿易、
服務貿易、國際旅遊收入等 25 個指標的綜合表現，足以反映國家或地區的貿易發達程度。
《世界競爭力年報》“經濟表現”內有關“國際貿易” 的指標構成如下：
一級指標
二級指標

三級指標

經濟表現（Economic Performance）
國際貿易（International Trade）
經常收支結餘（Current account balance）
經常收支結餘佔 GDP 比率（% Current account balance of GDP）
貿易額（Balance of trade）
貿易額佔 GDP（% Balance of trade of GDP）
服務貿易總額（Balance of commercial services）
服務貿易總額佔 GDP（% Balance of commercial services of GDP）
全球出口貢獻（World exports contribution）
貨物出口總值（Exports of goods）
貨物出口總值佔 GDP（% Exports of goods of GDP）
貨物出口人均價值（Exports of goods per capita）
貨物出口總值增長率（Exports of goods - growth）
服務出口總值（Exports of commercial services）
服務出口總值佔 GDP（% Exports of commercial services of GDP）
服務出口總值增長率（Exports of commercial services - growth）
貨物出口與服務出口總值（Exports of goods & commercial services）
經濟部門出口額佔總出口額（Exports breakdown by economic sector）
目標地伙伴的出口集中度（Export concentration by partner）
貨物的出口集中度（Export concentration by product）
貨物入口與服務入口總值（Imports of goods & commercial services）
貨物入口與服務入口總值佔 GDP（% Imports of goods & commercial services of GDP）
貨物入口與服務入口總值增長率（Imports of goods & commercial services - growth）
經濟部門入口額佔總入口額（Imports breakdown by economic sector）
進出口佔兩倍 GDP 比率 (Exports + Imports) / (2 * GDP)
出口／進口比（Unit value of exports over unit value of imports）
旅遊收入佔 GDP 比率（International tourism receipts as a percentage of GDP）

在“國際貿易”指標的排名中，以 100 分為最高分值，而 IMD 數據庫僅公開了“貨物
出口總值增長率”的排名，以此項準則為參考，前十位的國家或地區包括塞浦路斯（51.95
分）、沙特阿拉伯（32.7 分）、哈薩克斯坦（26.19 分）、俄羅斯（25.5 分）、卡塔爾（24.87
分）、希臘（20.93 分）、挪威（20.52 分）、愛爾蘭（20.03 分）、愛沙尼亞（16.98 分），
以及斯洛文尼亞（14.98 分），而中國內地則以 9.87 分排名第 3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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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世界銀行的《營商環境報告》（Doing Business Report）中
“跨境貿易”指標
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主要就開辦企業、辦理施工許可證、獲得電力、登記財產、
獲得信貸、保護少數投資者、納稅、跨境貿易、執行合同和辦理破產共十個領域對全球 190
個經濟體的營商環境進行評比。
其中，“跨境貿易”（Trading across borders）涵蓋進出口貨物與物流過程相關的時
間和成本，以及邊境通關流程、運輸效率等程序上的評估。指標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通
過訪問專業機構，對於貿易運輸等相關工作所需的時間和成本作出回應，從而推論和評估該
地區的跨境貿易情況。
《營商環境報告》中有關“跨境貿易” 的衡量內容主要包括：
一級指標

二級指標

衡量內容

經濟體以及任何過境經濟體的所有政府機構對單證的要求所需的時間和
單證合規
成本，包括獲得單證（Obtaining documents）、準備單證（preparing
Documentary
documents）、 處 理 單 證（Processing documents）、 呈 閱 單 證
compliance
（Presenting documents）和提交單證（Submitting documents）等
所需時間。
跨境貿易
Trading across
為了讓貨物通過經濟體邊界而強制要求的其他檢查相關的規定有關，另
borders
邊界合規指標
外還衡量了經濟體港口或邊界裝卸的時間和成本。邊界合規時間和成本
Border compliance 取決於邊界合規程序發生在哪裡，是誰要求，由誰進行，以及進行檢查
的可能性多大。
國內運輸指標
包括了實際運輸、交通延遲和道路員警檢查的時間（及成本），還有在
Domestic transport 倉庫或邊境裝卸貨物的時間。

根據《2020 年營商環境報告》，按照 100 分為最高分計算，190 個經濟體中有 16 個
經濟體在“跨境貿易”同時得到最高 100 分，依次是丹麥、奧地利、西班牙、法國、斯洛文
尼亞和葡萄牙等。

1.4 WTO 的《貨物貿易晴雨表》（Goods
Trade Barometer）
自 2011 年 1 月起，WTO 發佈《貨物貿易晴雨表》，提供有關世界貿易市場趨勢的景氣
指數。指標主要通過衡量經濟體不同的貨物貿易規模，反映該時段的貿易表現，指標計算包
括出口訂單（Export orders）、汽車產品（Automotive products）、集裝箱運輸（Container
shipping）、空運（Air freight-IATA）、電子零件（Electronic components）、原材料（Raw
materials）幾個方面。
《貨物貿易晴雨表》中有關服務貿易的評定指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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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出口訂單 Export orders
汽車產品
Automotive products
集裝箱運輸
Container shipping
空運 Air freight-IATA
電子零件
Electronic components
原材料
Raw materials

衡量內容
此項指標數據來自 IHS-Markit 的商業調查
此項指標有關汽車銷售和生產數據，來自於各個國家或地區的中央銀行
（Central Banks）、統計機構（National Statistical Agencies）和行業協會
（Industry Associations）
此項指標主要參照航運經濟與物流協會（Institue of Shipping Economics
and Logistics, ISL）的數據
指標計算的數據來自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
此項指標主要參照“貿易數據監控公司（Trade Date Monitor, TDM）”和國
家統計數據（National Statistics）
此項指標主要參照“貿易數據監控公司（Trade Date Monitor, TDM）”和國
家統計數據（National Statistics）

《貨物貿易晴雨表》指標只有全球性的綜合評估，未有顯示各個國家或地區的表現，當
中亦吸納了部分國家的統計機構、監控公司、行業協會等的數據資料，是一項國際性的宏觀
評估指標。
全球貨物貿易景氣指數的榮枯線數值為 100，意味着增長符合中期趨勢預期；指數大於
100 顯示貿易增長高於預期水準，反之則顯示貿易增長低於這一水準。
2020 年 5 月發佈的最新一期《貨物貿易晴雨表》顯示，全球貨物貿易景氣指數已超過
2016 年 7 月的低水平，錄得指數發佈多年以來的最低值 87.6 分。

1.5 貨物貿易指標較關注的領域及相關啓示
綜合上述四份貨物貿易指標報告，基本涵蓋貿易政策、關稅、海陸空運輸、海關邊境管
理等方面，可為國家或地區政府制定貿易政策提供較明確的方向。現就這些貨物貿易指標較
關注的情況，進行綜合分析、歸納和梳理，以反映對有關領域表現的衡量要素。
• 在貨物貿易政策方面，指標較關注政府的補貼政策、產業政策、採購政策和獨家特許經
營政策等。可參照該指標排名較高的地區在軟硬件設施的建設和配套，有否採取積極導
向性的貿易促進政策支持行業發展。藉以擴大貿易經濟規模，營造良好的貿易市場環境，
相信這些舉措會對有關的計算指標產生正面作用。
• 在關稅方面，表現較好的國家或地區，均實施一定的關稅優惠政策和貨物貿易便利措施，
從而促進產品進出流通，鼓勵更多的貿易往來，展現較低成本的貿易優勢。
• 在運輸方面，對於一些具備港口優勢或鐵路運輸發達的經濟體，較易與鄰近地區進行貿
易活動，因此，有助於為貨物貿易的要素流通帶來便利，並反映在衡量的指標表現上。
• 在海關邊境方面，指標集中反映在往來海關的限制程度上，包括數量限制、法規限制（如
單證合規和邊境合規）等，而有關的國家或地區倘若在通關、清關、報關等程序上，採
取較為便利、簡化的程序，便可在這種類型的指標上取得高分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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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衡量地區服務貿易的指標
服 務 貿 易 方 面， 主 要 參 考 了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簡 稱 OECD） 的《 服 務 貿 易 限 制 性 指 數 》(Services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 簡 稱 STRI)、WTO 的《 服 務 貿 易 晴 雨 表 》（Services Trade
Barometer），以及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Chines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簡稱 CAITEC）的《全球服務貿易發展指數》共三份報
告的分析。當中，CAITEC 發佈的“全球服務貿易發展指數報告”把澳門納入考察對象。以
下是上述三份報告有關指標之概述：

2.1 OECD 的《服務貿易限制性指數》（STRI）
服務貿易限制性指數（STRI）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按年發佈，主要目的是
為政策決策者、貿易談判者等提供一項可以考察某個國家在某一時刻的各個服務行業貿易限
制情況的工具。
2019 年該指數納入了 46 個國家地區作研究，對其服務貿易政策評估後得到的貿易壁
疊測度指標體系，涵蓋數碼網絡（Digital network）、運輸和分銷供應鏈（Transport and
distribution supply chain）、 市 場 渠 道 和 配 套 服 務（Market bridging and supporting
services）和物質基礎設施服務（Physical infrastructure services）四大領域 22 個行業。
《服務貿易限制性指數》涵蓋的行業如下：
領域
數碼網絡
（Digital network）

運輸和分銷供應鏈
（Transport and distribution supply
chain）

市場渠道和配套服務
（Market bridging and supporting
services）
物質基礎設施服務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行業

電腦服務（Computer services）
電訊（Telecommunication）
廣播（Broadcasting）
動畫（Motion pictures）
錄音（Sound recording）
航空（Air transport）
海洋運輸（Maritime transport）
陸路貨運（Road freight transport）
鐵路貨運（Rail freight transport）
快遞服務（Courier services）
配送服務（Distribution services）
貨物裝卸（Cargo-handling）
存儲和倉庫服務（Storage and warehouse）
貨運代理（Freight-forwarding）
報關代理（Customs brokerage）
法律服務（Legal services）
會計服務（Accounting services）
商業銀行（Commercial banking）
保險（Insurance）
建設施工（Construction）
建築物服務（Architecture services）
工程服務（Engineering services）

STRI 主要有兩大塊內容，一個是措施資料庫：以各國當前實施的法律法規為基礎，分
別按照對外國投資准入的限制、對自然人流動的限制、競爭障礙、監管透明度和其他歧視性
措施等五大類政策標準，對所有行業的法律法規進行劃分（劃分時參考了服務貿易總協定
GATS 中關於服務貿易提供的四種模式，即跨境交付、跨境消費、商業存在和自然人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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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 指標體系的另一內容就是對措施資料庫的各項措施予以量化，即確定分值和權重。
量化原則遵循二進位法，即存在行業限制，分值即為 1；不存在行業限制的，分值即為 0。
該報告亦會對不同國家地區的政策變化作簡要評述。
根據 2019 年 STRI 指標排名顯示，按照 22 個行業限制分值總和計算，分值越少表示限
制越少，限制最少的前十位的國家或地區依次是荷蘭（3.53 分）、拉脫維亞（3.61 分）、
愛爾蘭（3.86 分）、立陶宛（3.87 分）、丹麥（4.02 分）、英國（4.02 分）、德國（4.04 分）、
澳洲（4.12 分）、西班牙（4.4 分）和法國（4.41 分）。

2.2 WTO 的《服務貿易晴雨表》（Services Trade
Barometer）
2019 年 9 月，WTO 首次發佈《服務貿易晴雨表》，反映全球服務貿易的流動和變化趨
勢。報告一年發佈兩次。指標主要通過採集主要經濟體的貿易統計數據，評估分析各國地區
的貿易表現，涵蓋商業服務（Commercial Services）、金融服務（Financial Services）、
資 訊 科 技 服 務（ICT Services）、 旅 遊 觀 光 服 務（Travel and tourism）、 貨 物 運 輸 服 務
（Freight Transport）和建築服務（Construction）等服務行業。
《服務貿易晴雨表》中有關服務貿易的評定指標如下：
指標
衡量內容
商業服務
Commercial Services
金融服務
Financial Services

資訊科技服務
ICT Services

旅遊觀光服務
Travel and tourism
貨物運輸服務
Freight Transport

建築服務
Construction

此項指標以全球服務採購經理人指數（PMI）作考慮，數據來自 IHS-Markit 的每
月商業調查，涉及發達和發展中的企業，若果 PMI 指數為 50 則代表沒有變化。
指標來自 SWIFTNet 的全球金融交易信息傳送服務的數據，計算日平均表現而得
出此項指標的評分。
該指標基於歐盟、中國和美國，對於信息、計算機和電信（ICT）服務的生產數據，
來源為美國舊金山聯儲銀行、歐盟統計局和中國國家統計局，具體涵蓋這三個地
區的指數如下：
• 歐 盟 的 電 信 行 業 服 務 生 產 指 數（Index of services production for
telecommunication sector for the European Union (EU28)），按 2015 年
的表現作為 100 分值的標準。
• 中 國 的 電 信 行 業 務 量（Business volume of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按 1 億人民幣作為 100 分值的標準。
• 美國的技術脈動指數（Tech Pulse Index for United States），按 2000 年的
表現作為 100 分值的標準。
指標計算來自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的全球旅客公里數收入（RPK），包括
旅行代理服務的支出。
此 項 指 標 以 航 運 經 濟 與 物 流 協 會（Institute of Shipping Economics and
Logistics, ISL）有關主要國際港口的集裝箱吞吐量指數，數據以 2010 年的表現
作為 100 分值的標準。
該指標以中國、法國、德國、日本和美國的國家統計數據中建築活動許可指數為
計，具體涉及的維度如下：
• 法國建築許可指數（Building permits index (floor area) for France），以
2015 年的表現作為 100 分值的標準。
• 德國建築許可指數（Building permits index (floor area) for Germany），
以 2015 年的表現作為 100 分值的標準。
• 美國建築總支出（Total construction spending for the United States）。
• 日本建築始建數（Building starts (floor area) for Japan）。
• 中國房地產始建空間（Floor space of real estate started fo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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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貿易晴雨表》指標僅有全球性的綜合評估，尚未有顯示各個國家或地區單獨表現
的評估，當中亦吸納了部分國家的生產數據、許可指數和國際協會的資料，是一項國際性的
宏觀評估指標。
全球服務貿易景氣指數的榮枯線數值為 100，意味着增長符合中期趨勢預期；指數大於
100 顯示貿易增長高於預期水準，反之則顯示貿易增長低於這一水準。
2020 年 3 月發佈的最新一期《服務貿易晴雨表》顯示，2019 年 12 月全球服務貿易景
氣指數為 96.8，低於 2019 年 9 月的 98.4。

2.3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CAITEC）發佈的
《全球服務貿易發展指數報告》
CAITEC 自 2018 年起每年發佈《全球服務貿易發展指數報告》。該報告主要根據發展
指數與競爭力理論以及服務貿易當前特徵，採用包括服務業規模、結構、地位、產業基礎和
綜合環境五個方面的指標，綜合、全面、客觀地反映全球各國（地區）的服務貿易發展水平。
2018 年報告對全球 87 個經濟體的服務貿易發展指數進行分析。根據報告，2018 年全
球服務貿易發展指數排名頭五位的經濟體分別是美國、愛爾蘭、中國澳門、新加坡和英國。
《全球服務貿易發展指數報告》的衡量方法如下：
一級指標
服務貿易規模指數
服務貿易結構指數

服務貿易地位指數

服務貿易產業基礎指數

服務貿易綜合環境指數

二級指標

服務貿易總額得分
人均服務貿易額得分
服務貿易佔對外貿易比重得分
新興服務貿易佔服務貿易總額比重
市場地位：出口額佔世界服務貿易出口總額比重
市場地位：進口額佔世界服務貿易進口總額比重
競爭地位：服務貿易淨出口額佔總額比重
國際化水平：服務貿易佔服務業增加值比重
服務產業發展水平（增加值）
服務產業經濟水平（增加值佔 GDP 比重）
服務產業經濟水平（服務業就業佔比）
服務產業發展水平（勞動生產率）
服務貿易限制指數（STRI，OECD）
營商環境指數（Doing Business, World Bank）

根據 2018 年報告，澳門服務貿易的發展在國際上處於領先地位，在其他方面也居世界
前列，綜合發展指數錄得 58.46 分（最高分為 100 分為計），排名第 3 位，僅次於美國（69.55
分）和愛爾蘭（63.3 分）。事實上，澳門在部分指數的表現上亦位於全球前列，包括服務
貿易結構指數（全球排名第 2 位）、服務貿易規模指數（全球排名為第 4 位）和服務貿易
地位指數（全球排名第 8 位）。與此同時，澳門多項具體統計數據亦名列世界前茅，例如：
根據報告所述，2017 年全球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平均值為 32,728 美元，中位數為 16,496 美
元，而澳門竟高達 136,856 美元，為全球最高。另外，澳門人均服務貿易額為 68,476 美
元，在全球排名第二位，僅次於愛爾蘭。此外，澳門的服務貿易佔比高達 80%，位列第一
位，且服務貿易順差與總額佔比亦居於全球首位，而服務貿易與服務業增加值佔比則錄得
全球排名第三位，僅次於愛爾蘭和新加坡。綜上分析，可見澳門的服務貿易規模、定位和
增加值等方面的優勢較為顯著，反映本澳服務貿易市場較為開放，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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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服務貿易指標較關注領域以及相關啓示
綜合上述三份服務貿易指標的情況，可以看出不同指標在許可限制、業務規模和產業發
展水平等方面，各有不同的衡量側重。尤其是《服務貿易晴雨表》每季度公佈的數值，可以
適時對宏觀的市場環境，作出有關全球景氣狀況的評價和判斷，從而為各經濟體制定政策提
供一定的參考。與此同時，一個國家或地區對外來行業的限制程度，同樣受到多個機構的重
視，說明限制程度是較為重要的因素，影響着衡量地區服務貿易的表現。本文關注衡量有關
領域的指標設計，透過三份服務貿易報告指標的分析中，提出以下幾點思考：
• 在許可限制方面，主要以 STRI 為基準，對於不同服務業的准入許可進行分析比對，限制
越少則反映出該地區的市場開放程度越高。然而，不同的地區所具備的資源禀賦相異，
倘以發展相對優勢的角度考慮，可針對有關指標報告提及的行業領域，為重點行業提供
開放性的政策導向，使有關的服務貿易許可受到更少限制。
• 在業務規模方面，除考慮營商環境指數外，還應圍繞往來數據量，特別對於金融、資訊
科技、旅遊觀光、貨物運輸、建築等行業的景氣指數，以及交易信息數量、生產業量、
採購量等進行具體關注。為此，對於相關行業領域所公佈的數據，值得持續跟蹤，尤其
應留意行業協會或權威機構，於每月、每季度、每年所發佈的數據分析。
• 在產業發展水平方面，重點關注服務業的增加值、服務增加值佔 GDP 比重、服務業就業
佔比、新興服務貿易佔該地區總額比重、服務貿易進出口額佔全球總額比重、服務貿易
順差與總額佔比，以及勞動生產率等。各個國家或地區統計部門的統計數據較直觀地反
映了該地區服務貿易的規模水平。

三、總結
總括而言，上述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指標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可為貿易市場的發展提
供參考標準，涉及的衡量範疇亦有廣泛的認受性。縱然部分國家或地區仍未被納入多個指標
的評估對象中，但將指標用作審視一個經濟體的貿易市場表現，評估有關行業領域的發展水
平，具有一定的參考作用。
澳門被 WTO 評為全球最為開放的貿易和投資經濟體之一，享有自由港、單獨關稅區地
位，國際市場網絡廣泛，與葡語國家聯繫緊密。在澳門被納入排名的服務貿易指標報告當中，
明確反映出澳門具有相當的服務貿易優勢。
此外，澳門與全球 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保持貿易往來，所參加的國際性組織多達 50 餘
個，為澳門拓展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市場，考量貿易便利政策方面，提供了一定的網絡資源
基礎。
上述提及的七份貿易指標報告的衡量維度，同樣涵蓋了有關貿易政策便利、市場限制等
因素的考量。多年來，澳門通過《CEPA》的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協議，與內地多個城市建
立貿易合作機制，內地放寛澳門企業的市場准入，為內地貿易帶來更多發展空間，並取得一
定的成效。未來，澳門企業亦可多留意有關貿易指標的研判，把握貿易政策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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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衡量地區貿易指標的對比
及對澳門貿易發展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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