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工仔年初平均加薪3.2%
逾半老闆料勞工市場需求增 下半年或仍維持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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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提供
非關稅壁壘諮詢

標籤

本地化包裝

進口商特殊支援

成分檢查

商標權申請

中國出口測試

內容

‧支援通關、法律、關稅、SPS（衛生、
檢疫等）及其他當地進口要求。
*包括侵犯知識產權、處理偽造商品等。

‧製作出口產品標籤樣本（登記）

‧提供當地流行及慣用的包裝設計

‧進口商的指導及諮詢服務
‧新進口食品登記費用（更新費用）
‧當地食品檢測費用等

‧為有需要提供成分說明的產品製作標籤
*檢查營養成分、過敏物質、殘留農藥等

‧協助申請商標及知識產權註冊
‧協助申請馬德里條款商標國際註冊

‧通關前檢查、標籤，中國出口測試
‧物流、保管以至當地宣傳等市場營銷

資助限額
（以韓圜計算）

1,000萬

1,000萬

2,000萬

2,000萬

1,000萬

1,000萬

1,000萬

資助百分比

100%

90%

90%

90%

90%

90%

90%

資助對象

進口/
出口商

進口商

出口商

1. 服務概要

□ 目的

‧以服務韓國農產品的進口商及韓國的韓國農產品出口商為對象，協助處理進口通關查詢、申請標籤及商標

等工作，竭力拓展韓國農產品海外市場。

□ 內容

□ 服務期間：隨時變動

‧申請日期：即日至2018年12月7日（星期五）

*為促進業務效率，出口商申請將於12月初截止

□ 申請方法

‧（aT香港分社專責服務地區的進口商）可向aT香港分社透過電郵、郵寄等申請

- aT香港分社地址：Unit 705, 7/F, Jubilee Centre, 18 Fenwick St., Wanchai, HK

- 聯絡方式：（電話）+852 2588 1616 /（電郵）charles.kim@at.or.kr

* aT香港分社專責服務地區以外的申請，可向下列相關地區的海外分社查詢

‧（出口商）aT出口商綜合支援系統（http://global.at.or.kr）網上申請

□ 促進程序

‧申請．受理 → aT本社分配至負責的aT海外分社 → aT海外分社根據查詢內容分配至相應的專責機關

→ 由當地專責機關解答查詢

□ 挑選進口／出口商過程

‧未設有特定挑選過程

- 額滿時，以申請先後次序處理

- 對於進口商，海外分社或會考慮進口商的申請數目、剩餘預算及進口規模等進行批核

□ 香港、澳門及廣東省地區的進口商，如需進一步查詢申請資格、程序及所需文件，服務內容及專責顧問

公司等資料，請向aT香港分社查詢；其他地區進口商，可根據以下列表向相關海外分社查詢。

海 外 分 社 聯 絡 方 法

海外分社
分配專責機關

aT本社
分配海外分社

進口商/出口

支援事務申請
(http://global.at.or.kr)

當地專責機關

解答申請業體的查詢

國家

中國

台灣

日本

地區

北京

上海

青島

成都

台灣

東京

大阪

e-mail(電郵)

durust84@at.or.kr

penny0206@at.or.kr

ckpark78@naver.com

jglee@at.or.kr

jinykim44@at.or.kr

max@at.or.kr

cds29476@at.or.kr

國家

美國、北美

美國、南美

歐盟

中東

越南、老撾

印尼、馬來西亞

泰國、緬甸、印度

地區

紐約

洛杉磯

巴黎

阿布達比

河內

雅加達

曼谷

e-mail(電郵)

atbomiako@gmail.com

jjeehp@gmail.com

haejiyun.hy@gmail.com

mumtaaz@at.or.kr

vietnam@at.or.kr

hschoi@at.or.kr

bmhur@at.or.kr

2. 服務方式及目標地區

□ 方式

‧透過aT香港分社指定的當地專責機關促進業務

※於進口商特殊支援服務中的「當地食品檢查費用」及「本地化包裝設計支援」，可聘用香港分社指定以外

的當地顧問公司。

*專責機關將按每地規定而有所不同並隨時變動

□ aT香港分社本地化專責服務地區：香港、澳門、廣東省

3. 申請及受理

□ 服務對象：韓國農產品進口商及出口商

※大韓民國壟斷規條及公正交易法第14條「限制相互出資的企業集團」指定的企業集團除外

※（進口商）需要出示韓國農產品進口許可證等證明文件

※（出口商）為未有出口記錄的（預定）出口商提供支援

韓國農產品本地化支援服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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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英雄
回歸，為香港出戰！」即將舉行的雅
加達亞運會增設電子遊戲表演賽項
目，香港電競總會組織了首支約20人
的中國香港電競代表隊參賽，昨日正
式與公眾見面。香港玩電競遊戲人數
眾多，不少佼佼者已成為國際的頂級
職業選手，而這些電競界的「英雄」
級人物全部奉召回港，形成香港代表
隊的主力陣容。
香港電競總會會長楊全盛指出，香

港的電競產業具備良好的發展條件，
相信電競在香港將會有更健康的發
展。

激戰6大遊戲 會天下英傑

是次亞運電競項目資格選拔賽，選
定香港為主賽場，於今日起至本月20
日以閉門方式舉行。香港電競代表隊
參加了《英雄聯盟》、《傳說對
決》、《PES2018》、《星海爭霸
II》、《爐石戰記》及《皇室戰爭》全
部6項主流遊戲賽事。
楊全盛表示，今次代表中國香港選手

的年齡介乎16歲至36歲，平均為24
歲，雖然香港是第一次組隊，但可謂
「星光熠熠」實力不俗，相信會打出香
港精神，取得不錯的成績。

香港電競總會主席周啓康表示，
AESF選擇香港舉辦電競項目資格賽，
相信由於香港簽證便利、資訊基建發
達。
數碼港行政總裁任景信表示，數碼
港會積極舉辦各類型與電競有關活動
及加强在軟件配套的建設，進一步推
動香港電競產業的發展，給香港年輕
人提供更多就業及創業機會。
「2018亞運電競示範賽香港代表選

拔籌委會」主席鍾培生表示，由於
《英雄聯盟》及《傳說對決》擁有完
整的職業聯賽體系，加上籌備時間緊
迫，故籌委會沒進行選拔賽，直接召
回於內地及外地俱樂部的港籍頂級職
業選手，與本地A級高手組成戰隊。
其餘4個項目則進行了公開選拔賽，

由勝出的佼佼者組成戰隊。
《傳說對決》的教練郭文輝表示，
這款遊戲以東亞地區實力最強，尤其
台灣選手實力很高，因為本身發源於
當地，玩的人最多，且有成熟的職業
聯賽制度，但香港戰隊實力也毫不遜
色，「現時戰隊每晚都在網上召集團
練，合作方面進步很快，我已制定針
對台灣隊的戰略，可說充滿信心。」
《傳說對決》選手陳子軒年僅 17

歲，還是一名中五學生。他指自己玩
該款遊戲僅一年，但因有天賦而成績
彪炳，自己也沒想到會被選中代表香
港，覺得有點緊張。他承認為玩遊戲
確實對學業有影響，只能設法擠出時
間溫功課，但希望將來能當職業電競
選手，在電競世界證明自己的實力。

電競「英雄」集結 組港隊戰亞運

■香港電競總會組織了首支約20人的中國香港電競代表隊參
賽，昨日正式與公眾見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俄羅斯世界盃下星
期四（14日）揭幕，有公司早前進行一項「香港
人睇波習慣問卷調查」，發現70.4%受訪者表示
有可能因為睇波而請假（射波），更有29.7%人
表明至少會請一天假。調查並指，77.8%受訪者
指睇波時有食零食的習慣。有醫生提醒市民，食
零食時要有所節制，並建議球迷可於球賽中場休
息時多做伸展運動，避免肌肉及眼睛過於疲累。

信和集團旗下商場早前委託公關公司就港人睇波習慣進
行調查，成功訪問962名市民，發現77.8%受訪者平日睇
波時有食零食，當中以薯片、花生及果仁最受歡迎。
公共衛生醫學專科醫生江永明形容有關習慣為「男人的浪

漫」，指零食可帶來開心，但提醒球迷食零食要有所節制，
例如只是食一包花生或薯片，不能「睇幾耐食幾耐」。
受訪者中，51.9%平日每星期最少會觀看一場比賽，

27.5%受訪者更表示計劃於世界盃期間觀看最少一半賽
事，最熱門的外出睇波地點依次為酒吧、商場及食肆，比
率分別為53.5%、25.4%及21.4%。92.8%受訪者預料會在
世界盃期間因出外觀看球賽及購買零食和飲品等原因而增
加消費。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於今年1月
進行「香港薪酬趨勢調查」，共

有48家合共僱用86,717名全職員工的
機構參與，當中25家在於今年1月落
實調整員工薪金。
結果顯示，該些有加薪機構的基本
薪金整體平均加幅為3.2% ，較去年同
期的2.9%增加0.3%個百分點。

85.2%加人工 無人被減薪
按僱員數目計算，85.2%受訪機構的
僱員獲得薪金調升；14.8%僱員錄得零
調薪，並沒有僱員被減薪。按僱員職

級計算，高級僱員獲得的平均加幅最
低（2.1%）；其次為一般僱員和中層
僱員（兩者加幅平均為3.2%）；資深
僱員平均加3.3%。
按公司規模計算，小型機構（聘用
500人以下）及中型機構（聘用500人
至1,000人）僱員所獲的平均基本薪金
升幅均為3.7%，高於大型機構（聘用
1,000人以上）僱員所獲的平均加幅
3.2%。跨國企業與本地公司的調薪幅
度均為3.2%。
花紅發放方面，在48家受訪機構
中，95.9%表示在調查期間設有最少一

項花紅計劃。
其中只有29.2%表示設有固定花紅制

度，發放金額平均為1.03個月基本薪
金。
調查中，全數48家受訪機構均有就

今年香港勞工市場的展望表示意見，
當中56.3%預期市場對勞動力需求增
加，只有10.4%預期市場對勞動力需求
減少。
調查亦顯示今年勞工市場增幅較明

顯行業為金融服務、電訊、資訊科技
及非政府機構。

花紅為薪酬1.69倍多過去年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長李志明表

示，基於香港整體經濟環境向好，僱
主對員工的調薪幅度保持在3.2%穩定
水平。
李志明又指，隨着機構業務狀況改

善，今年企業向員工發放非固定花紅
的金額為基本薪酬的1.69倍，較去年
的1.35倍為高。
他續說，自去年初以來，受惠本港
整體經濟增長良好，本地失業率持續
下降，今年 4 月的失業率下調至
2.8%，為20年來新低，可視為全民就
業，本港僱主對勞工市場的信心維持
穩定，預計今年下半年香港的勞動力
市場仍將維持緊張。
他並指，儘管加薪是鼓勵及挽留

員工的其中一項主要措施，僱主亦可
考慮非金錢性獎勵及福利措施，如為
員工提供事業發展及培訓機會、針對
員工需要而設立特別假期、關顧員工
身心健康的計劃及推行家庭友善措施
等，讓員工達致工作及生活平衡，增
加員工的投入度，以吸引和挽留人
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整體經濟持續向好，有調查發

現，今年初本港僱員的平均基本加薪幅度為3.2%，較去年同期增

加0.3個百分點。逾56%僱主預期本港勞工市場需求持續增長，預

計今年下半年勞動力市場仍將維持緊張。

■調查指77.8%受訪者睇波時有食零食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