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2022至2024年的開放數據計劃 
  

A. 在 2022 年發放的數據集 
  

# 數據種類／數據集名稱 目標發放日期 
(月/年) 

更新頻率 備註 

1 工商業 /「孫中山史蹟徑」資料* 01/2022 當有需要時 有關「孫中山史蹟徑」的16個史蹟點、官方網站及下載

相關流動應用程式的超連結，以JSON格式載於「資料一

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2 工商業 /「城市景昔」項目資料* 01/2022 當有需要時 有關「城市景昔」項目中體驗歷史場景的指定地點、官

方網站及下載相關流動應用程式的超連結，以JSON格式

載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3 工商業 /「鹽田梓藝術節」資料* 01/2022 當有需要時 有關「鹽田梓藝術節」的常設展品、藝術家及網址，以

JSON格式載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4 工商業 /「行山徑改善計劃」資料

* 
01/2022 當有需要時 有關「行山徑改善計劃」下改善的行山徑的名稱及地點，

以CSV格式載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5 工商業 / 香港旅遊發展局舉辦的

活動* 
01/2022 每年 有關香港旅遊發展局舉辦的活動資料，以CSV格式載於

「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6 工商業 / 按酒店類別劃分的房間

數目* 
02/2022 

 
每月 有關過去五年香港酒店按酒店類別劃分的房間數目的

數據，以CSV格式載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

用。 
 



# 數據種類／數據集名稱 目標發放日期 
(月/年) 

更新頻率 備註 

7 工商業 / 電影發展基金下電影製

作項目的香港票房* 
03/2022 每季 獲電影發展基金資助的電影製作項目香港票房數據，以

CSV格式載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8 工商業 / 電影院* 12/2022 每季 電影院資料，包括名稱、地址、聯絡資訊、銀幕數目、

座位數目、地理座標 (即緯度和經度)及網址，以CSV格

式載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B. 在 2023 年及 2024 年發放的數據集  

  
# 數據種類／數據集名稱 目標發放日期 

(月/年) 
更新頻率 備註  

1 工商業 / 專業服務協進支援計劃

下的專業人士參與活動津貼計劃

（津貼計劃）的活動名單 

12/2023 每季 津貼計劃下主辦的活動編號、名稱及主辦機構，以XML
格式載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C. 其他機構計劃開放的數據集 (有關機構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負責內部管理) 

 

# 數據種類／數據集名稱 目標發放日期 
(月/年) 

更新頻率 備註 

1 不適用 

 
   

  

  



D. 進度：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及其他機構已經上載「資料一線通」網站的數據集 (有關機構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負責內部管理) 

  
# 數據種類／數據集名稱 發放日期 

(月/年) 
更新頻率 

 
備註 

1 工商業 / 香港駐海外經濟貿易辦

事處（經貿辦）的一般資料 
 
 

02/2019 當有需要時 有關現有海外經貿辦的查詢電話、地址、電郵地址、覆

蓋範圍和官方網站主頁的超連結，以CSV格式載於「資

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2 工商業 / 持牌旅行代理商* 第一階段：

02/2019 
 

第二階段：

12/2019 

(a) 持牌旅行代

理商數目：

每半年 

(b) 持牌旅行代

理商名單：

當有需要時 

 

第一階段：有關過去十年持牌旅行代理商的數目，以

CSV格式載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第二階段：有關持牌旅行代理商名稱、持牌人的名稱、

牌照號碼、營業地址、牌照發出日期及有效期，以XML
格式載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3 工商業 / 酒店房間入住率* 
 

02/2019 (a) 每月酒店房

間入住率：

每月 

(b) 每年酒店房

間入住率：

每年 

有關過去五年的每月及每年酒店房間入住率的數據，以

CSV格式載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4 工商業 / 香港葡萄酒貿易數據 
 

04/2019 每月 按價值及數量顯示香港的葡萄酒總進口及轉口、首十位

葡萄酒進口來源地及轉口目的地(包括按年增長)，以及

首十位葡萄酒進口來源地及轉口目的地之比重（相對於

總進口/轉口）的數據，以CSV格式載於「資料一線通」

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 數據種類／數據集名稱 發放日期 
(月/年) 

更新頻率 

 
備註 

5 法律及保安 / 根據《聯合國制裁

條例》（第537章）下各規例受針

對性財政制裁人士及實體的名單 

06/2019 
 

當有需要時 根據《聯合國制裁條例》（第537章）下各規例受涉及阿

富汗、中非共和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剛果民

主共和國、伊朗、伊黎伊斯蘭國及基地組織、利比亞、

索馬里、南蘇丹、蘇丹以及也門的針對性財政制裁的人

士及實體，以XML格式載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

眾取用。 
 

6 工商業 / 創意智優計劃*  
 

06/2019 每季 有關創意智優計劃下獲資助項目的項目編號、項目名

稱、申請機構、項目核准日期及項目核准金額，以CSV
格式載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7 工商業 / 電影發展基金* 06/2019 每季 有關電影發展基金下獲資助項目的項目編號、項目名

稱、申請機構、項目核准日期及項目核准金額，以CSV
格式載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8 工商業 /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

的參與 
01/2020 每年 有關參與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的人數，以CSV格式載

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9 工商業 / 香港酒店房間數目* 02/2020 每月 有關過去五年每月香港酒店房間總數目的數據，以CSV

格式載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10 工商業 / 香港主要景點的一般資

料* 
02/2020 當有需要時 有關景點的簡介、地址、經緯度、電話號碼及網址資料，

以CSV格式載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11 工商業 / 「個人遊」計劃涵蓋城

市* 

02/2020 當有變動時 有關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下推行「個人遊」計劃的內地城市的名單，以CSV格式

載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 數據種類／數據集名稱 發放日期 
(月/年) 

更新頻率 

 
備註 

12 工商業 /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 02/2020 每月 有關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八成信貸擔保產品和九成

信貸擔保產品的累計數據，即接獲的申請數目、獲批准

的申請數目、被拒絕的申請數目、撤回申請的數目、總

貸款金額及總信貸擔保金額，以CSV格式載於「資料一

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13 工商業 / 香港駐海外經濟貿易辦

事處（經貿辦）的假期列表 
02/2020 每年 有關各個海外經貿辦每年的假期，以CSV格式載於「資

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14 工商業 / 香港國際美酒展參與人

數 
05/2020 每年 有關參與香港國際美酒展的人數，以CSV格式載於「資

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15 工商業 / 創意智優計劃及電影發

展基金的主要績效指標* 
06/2020 

 
每半年 有關獲創意智優計劃及電影發展基金資助的項目的各

項主要績效指標，以及就參加者對活動滿意程度進行的

問卷調查的主要結果，以CSV及XLS格式載於「資料一

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16 工商業 / 香港創意產業統計數字
* 

06/2020 
 

每年 有關按創意香港轄下八個創意界別劃分的增加價值、就

業人數以及機構單位數目的數據，以CSV及XLS格式載

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17 工商業 / 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接

獲的投訴 

07/2020 每年 有關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接獲投訴的數字及事項，以

CSV格式載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18 工商業 / 專業服務協進支援計劃  09/2020 每季 有關專業服務協進支援計劃下獲資助項目的項目編號、

項目名稱、獲資助機構、主要受惠行業及核准資助金額，

以XML格式載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 數據種類／數據集名稱 發放日期 
(月/年) 

更新頻率 

 
備註 

19 工商業 / 《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

條例》附表1指明適用於玩具的

安全標準 

10/2020 當安全標準通過法

例 

修訂而更新時 

有關《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附表1指明適用於在

香港供應的玩具的安全標準，以CSV格式載於「資料一

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20 工商業 / 《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

條例》附表2指明適用於兒童產

品的安全標準 

10/2020 當安全標準通過法

例 

修訂而更新時 

有關《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附表2指明適用於在

香港供應的兒童產品的安全標準，以CSV格式載於「資

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21 工商業 / 香港葡萄酒貿易數據

（按葡萄酒類別分類） 
01/2021 每月 按價值及數量顯示香港的各類葡萄酒進口及轉口（根據

不同種類葡萄酒佔總進口及轉口的百分比及其按年增

長）的數據，以CSV格式載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

公眾取用。 
 

註：相類似的數據集在D部第4項已經開放。 

 

22 工商業 /「幻彩詠香江」匯演的

一般資料* 
01/2021 當有需要時 有關「幻彩詠香江」匯演的時間、最佳觀賞地點、暫停

匯演安排、匯演的流動應用程式下載網站及網址，以

CSV格式載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23 工商業 / 香港駐海外經濟貿易辦

事處（經貿辦）的社交媒體帳戶 
01/2021 當社交媒體帳戶 

有變動時 
有關海外經貿辦管理的社交媒體帳戶，以CSV格式載於

「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24 工商業 / 香港酒店實際平均房租
* 

02/2021 每月 有關過去五年香港酒店每月實際平均房租的數據，以

CSV格式載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25 工商業 / 郵輪乘客人次及停泊次

數* 
02/2021 每季 有關過去五年每季香港總體郵輪乘客人次及停泊次數，

以CSV格式載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 數據種類／數據集名稱 發放日期 
(月/年) 

更新頻率 

 
備註 

26 工商業 / 香港創意商品 
對外貿易統計數字* 

03/2021 每年 有關按創意香港轄下八個創意界別劃分的創意商品港

產品出口、轉口及進口的數據，以CSV格式載於「資料

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27 工商業 / 本地全日制 
創意產業相關課程畢業生 
統計數字* 

09/2021 每年 有關按學科範疇(按創意香港轄下八個創意界別)劃分的

本地全日制創意產業相關課程的畢業生人數的數據，以

CSV格式載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競爭事務委員會 
28 其他 / 競爭事務委員會接獲的投

訴和查詢 

07/2021 每季 有關過去五年競爭事務委員會每季接獲投訴和查詢的

數字，以CSV格式載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

用。 
 

消費者委員會 
29 環境 / 車用燃油牌價 04/2020 當有變動時 有關車用燃油（汽油和柴油）牌價的數據，以JSON及

CSV格式載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30 工商業 / 網上價格一覽通 07/2020 每日 選定超市的產品價格的數據，以JSON及CSV格式載於

「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31 其他 / 投訴統計 07/2020 每月 消費者委員會每年接獲經分類的消費投訴數據，以

JSON格式載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香港貿易發展局 (貿發局) 
32 工商業 / 簽署共建「一帶一路」

合作文件的國家 

02/2020 當有需要時 有關與中國簽訂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的國家和數

目，資料乃根據國家信息中心「中國一帶一路網」官方

網站彙整，以JSON格式載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供公衆

取用。 
 



# 數據種類／數據集名稱 發放日期 
(月/年) 

更新頻率 

 
備註 

33 工商業 / 年度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的相關參與數據 

02/2020 每年 有關(a)論壇的總參與人數以及按業務性質的分項數字；

(b)論壇中的項目對接會總數；以及(c)在項目對接會中

介紹的項目總數及其按行業種類的分項數字，以CSV格

式載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供公衆取用。 
 

34 工商業 / 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 04/2020 當有新紀錄時 有關「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網站內的分析及新聞、商

貿法規、香港行業概覽、中國消費者及省市概覽，以及

營商和生產指南，資料涵蓋多個經濟及貿易的主題，以

JSON格式載於「資料一線通」網站以供公眾取用。 
 

 
*該數據集於 2022 年 7 月 1 日起屬於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管轄。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2021年12月 

(2022 年 7 月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