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2022至2024年的开放数据计划 
  

A. 在 2022 年发放的数据集 
  

# 数据种类／数据集名称 目标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备注 

1 工商业 /「孙中山史迹径」资料* 01/2022 当有需要时 有关「孙中山史迹径」的16个史迹点、官方网站及下
载相关流动应用程式的超链接，以JSON格式载于「资
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2 工商业 /「城市景昔」项目资料* 01/2022 当有需要时 有关「城市景昔」项目中体验历史场景的指定地点、

官方网站及下载相关流动应用程式的超链接，以
JSON格式载于「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3 工商业 /「盐田梓艺术节」资料* 01/2022 当有需要时 有关「盐田梓艺术节」的常设展品、艺术家及网址，

以JSON格式载于「数据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4 工商业 /「行山径改善计划」资料* 01/2022 当有需要时 有关「行山径改善计划」下改善的行山径的名称及地

点，以CSV格式载于「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
用。 

 
5 工商业 / 香港旅游发展局举办的

活动* 
01/2022 每年 有关香港旅游发展局举办的活动资料，以CSV格式载

于「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6 工商业 / 按酒店类别划分的房间

数目* 
02/2022 

 
每月 有关过去五年香港酒店按酒店类别划分的房间数目

的数据，以CSV格式载于「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
众取用。 



# 数据种类／数据集名称 目标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备注 

7 工商业 / 电影发展基金下电影制
作项目的香港票房* 

03/2022 每季 获电影发展基金资助的电影制作项目香港票房数据，
以CSV格式载于「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8 工商业 / 电影院* 12/2022 每季 电影院资料，包括名称、地址、联络资讯、银幕数目、
座位数目、地理坐标 (即纬度和经度)及网址，以CSV
格式载于「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B. 在 2023 年及 2024 年发放的数据集  

  
# 数据种类／数据集名称 目标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备注  

1 工商业 / 专业服务协进支援计划
下的专业人士参与活动津贴计划
（津贴计划）的活动名单 

12/2023 每季 津贴计划下主办的活动编号、名称及主办机构，以
XML格式载于「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C. 其他机构计划开放的数据集 (有关机构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负责内部管理) 

  
# 数据种类／数据集名称 目标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备注 

1  不适用    
  

  



D. 进度：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及其他机构已经上载「资料一线通」网站的数据集 (有关机构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负责内部管理) 

  
# 数据种类／数据集名称 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备注 

1 工商业 /香港驻海外经济贸易办事
处（经贸办）的一般资料 
 
 

02/2019 当有需要时 有关现有海外经贸办的查询电话、地址、电邮地址、
覆盖范围和官方网站主页的超链接，以CSV格式载于
「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2 工商业 / 持牌旅行代理商* 第一阶段：
02/2019 

 
第二阶段：

12/2019 

(a) 持牌旅行代理
商数目：每半
年 

(b) 持牌旅行代理
商名单：当有
需要时 

 

第一阶段：有关过去十年持牌旅行代理商的数目，以
CSV格式载于「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第二阶段：有关持牌旅行代理商名称、持牌人的名称、
牌照号码、营业地址、牌照发出日期及有效期，以
XML格式载于「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3 工商业 / 酒店房间入住率* 
 

02/2019 (a) 每月酒店房间
入住率：每月 

(b) 每年酒店房间
入住率：每年 

 

有关过去五年的每月及每年酒店房间入住率的数据，
以CSV格式载于「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4 工商业 / 香港葡萄酒贸易数据 
 

04/2019 每月 按价值及数量显示香港的葡萄酒总进口及转口、首十
位葡萄酒进口来源地及转口目的地(包括按年增长)，
以及首十位葡萄酒进口来源地及转口目的地之比重
（相对于总进口/转口）的数据，以CSV格式载于「资
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 数据种类／数据集名称 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备注 

5 法律及保安 / 根据《联合国制裁条
例》（第537章）下各规例受针对性
财政制裁人士及实体的名单 

06/2019 
 

当有需要时 根据《联合国制裁条例》（第537章）下各规例受涉及
阿富汗、中非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刚
果民主共和国、伊朗、伊黎伊斯兰国及基地组织、利
比亚、索马里、南苏丹、苏丹以及也门的针对性财政
制裁的人士及实体，以XML格式载于「资料一线通」
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6 工商业 / 创意智优计划*  
 

06/2019 每季 有关创意智优计划下获资助项目的项目编号、项目名
称、申请机构、项目核准日期及项目核准金额，以CSV
格式载于「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7 工商业 / 电影发展基金* 06/2019 每季 有关电影发展基金下获资助项目的项目编号、项目名
称、申请机构、项目核准日期及项目核准金额，以CSV
格式载于「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8 工商业 / 亚洲知识产权营商论坛
参与人数 

01/2020 每年 有关参与亚洲知识产权营商论坛的人数，以CSV格式
载于「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9 工商业 / 香港酒店房间数目* 02/2020 每月 有关过去五年每月香港酒店房间总数目的数据，以

CSV格式载于「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10 工商业 / 香港主要景点的一般资

料* 
02/2020 当有需要时 有关景点的简介、地址、经纬度、电话号码及网址资

料，以CSV格式载于「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
用。 

 
11 工商业 / 「个人游」计划涵盖城

市* 

02/2020 当有变动时 有关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
排》下推行「个人游」计划的内地城市的名单，以CSV
格式载于「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 数据种类／数据集名称 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备注 

12 工商业 / 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 02/2020 每月 有关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下八成信贷担保产品和九
成信贷担保产品的累计数据，即接获的申请数目、获
批准的申请数目、被拒绝的申请数目、撤回申请的数
目、总贷款金额及总信贷担保金额，以CSV格式载于
「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13 工商业 / 香港驻海外经济贸易办
事处（经贸办）的假期列表 

02/2020 每年 有关各个海外经贸办每年的假期，以CSV格式载于
「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14 工商业 / 香港国际美酒展参与人

数 
05/2020 每年 有关参与香港国际美酒展的人数，以CSV格式载于

「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15 工商业 / 创意智优计划及电影发
展基金的主要绩效指标* 

06/2020 
 

每半年 有关获创意智优计划及电影发展基金资助的项目的
各项主要绩效指标，以及就参加者对活动满意程度进
行的问卷调查的主要结果，以CSV及XLS格式载于
「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16 工商业 / 香港创意产业统计数字* 06/2020 
 

每年 有关按创意香港辖下八个创意界别划分的增加价值、
就业人数以及机构单位数目的数据，以CSV及XLS格
式载于「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17 工商业 / 竞争政策咨询委员会接
获的投诉 

07/2020 每年 有关竞争政策咨询委员会接获投诉的数字及事项，以
CSV格式载于「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 数据种类／数据集名称 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备注 

18 工商业 / 专业服务协进支援计划  09/2020 每季 有关专业服务协进支援计划下获资助项目的项目编
号、项目名称、获资助机构、主要受惠行业及核准资
助金额，以XML格式载于「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
众取用。 

 
19 工商业 / 《玩具及儿童产品安全

条例》附表1指明适用于玩具的安
全标准 

10/2020 当安全标准通过法例 

修订而更新时 
有关《玩具及儿童产品安全条例》附表1指明适用于
在香港供应的玩具的安全标准，以CSV格式载于「资
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20 工商业 / 《玩具及儿童产品安全
条例》附表2指明适用于儿童产品
的安全标准 

10/2020 当安全标准通过法例 

修订而更新时 
有关《玩具及儿童产品安全条例》附表2指明适用于
在香港供应的儿童产品的安全标准，以CSV格式载于
「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21 工商业 / 香港葡萄酒贸易数据
（按葡萄酒类别分类） 

01/2021 每月 按价值及数量显示香港的各类葡萄酒进口及转口（根
据不同种类葡萄酒占总进口及转口的百分比及其按
年增长）的数据，以CSV格式载于「资料一线通」网
站以供公众取用。 
 

注：相类似的数据集在D部第4项已经开放。 

 

22 工商业 /「幻彩咏香江」汇演的一
般资料* 

01/2021 当有需要时 有关「幻彩咏香江」汇演的时间、最佳观赏地点、暂
停汇演安排、汇演的流动应用程式下载网站及网址，
以CSV格式载于「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23 工商业 / 香港驻海外经济贸易办
事处（经贸办）的社交媒体帐户 

01/2021 当社交媒体帐户 
有变动时 

有关海外经贸办管理的社交媒体帐户，以CSV格式载
于「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 数据种类／数据集名称 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备注 

24 工商业 / 香港酒店实际平均房租* 02/2021 每月 有关过去五年香港酒店每月实际平均房租的数据，以
CSV格式载于「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25 工商业 / 邮轮乘客人次及停泊次

数* 
02/2021 每季 有关过去五年每季香港总体邮轮乘客人次及停泊次

数，以CSV格式载于「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
用。 

 
26 工商业 / 香港创意商品 

对外贸易统计数字* 
03/2021 每年 有关按创意香港辖下八个创意界别划分的创意商品

港产品出口、转口及进口的数据，以CSV格式载于「资
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27 工商业 / 本地全日制 
创意产业相关课程毕业生 
统计数字* 

09/2021 每年 有关按学科范畴(按创意香港辖下八个创意界别)划分
的本地全日制创意产业相关课程的毕业生人数的数
据，以CSV格式载于「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
用。 
 

竞争事务委员会 
28 其他 / 竞争事务委员会接获的投

诉和查询 

07/2021 每季 有关过去五年竞争事务委员会每季接获投诉和查询
的数字，以CSV格式载于「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
众取用。 
 

消费者委员会 
29 环境 / 车用燃油牌价 04/2020 当有变动时 有关车用燃油（汽油和柴油）牌价的数据，以JSON及

CSV格式载于「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30 工商业 / 网上价格一览通 07/2020 每日 选定超市的产品价格的数据，以JSON及CSV格式载
于「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 数据种类／数据集名称 发放日期 
(月/年) 

更新频率 

 
备注 

31 其他 / 投诉统计 07/2020 每月 消费者委员会每年接获经分类的消费投诉数据，以
JSON格式载于「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用。 
 

香港贸易发展局 (贸发局) 
32 工商业 / 签署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的国家 

02/2020 当有需要时 有关与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和
数目，资料乃根据国家信息中心「中国一带一路网」
官方网站汇整，以JSON格式载于「资料一线通」网站
供公众取用。 

33 工商业 / 年度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的相关参与数据 

02/2020 每年 有关(a)论坛的总参与人数以及按业务性质的分项数
字；(b)论坛中的项目对接会总数；以及(c)在项目对接
会中介绍的项目总数及其按行业种类的分项数字，以
CSV格式载于「资料一线通」网站供公众取用。 
 

34 工商业 / 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 04/2020 当有新纪录时 有关「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网站内的分析及新闻、
商贸法规、香港行业概览、中国消费者及省市概览，
以及营商和生产指南，资料涵盖多个经济及贸易的主
题，以JSON格式载于「资料一线通」网站以供公众取
用。 
 

 
*该数据集于 2022 年 7 月 1 日起属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管辖。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2021年12月 
(2022 年 7 月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