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據顯示，內地去年12月進出口總值為

3,329.2億美元，同比增長12.6%。其

中出口1,747.2億美元，同比增長13.4%，略

低於市場預期；進口1,582億美元，同比增

長11.8%，大幅低於預期水平。貿易順差達

165.2億美元，較上月略有回升。

大宗商品下行 進口增速下滑
交通銀行金研中心研究員陸志明向香港

文匯報指出，去年12月份進口同比增速快

速下滑主因在於國內經濟增速放緩趨勢延

續，進口需求隨之逐步回調，預計四季度

GDP增速或放緩至8.6%左右。此外，受國

際大宗商品價格震盪下行影響，進口同等

數量商品的總金額有所減少，這亦導致進

口增速下滑。

與進口數據急挫令市場始料不及相比，

12月份的出口增速維持低位趨穩局面。自

2011年下半年以來，中國外貿出口增速持

續走低。在中國重要的出口對象中，歐盟

深受債務危機困擾，美日經濟復甦尚未穩

固，短期消費提升作用有限。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研究員王遠鴻

向本報指出，在傳統貿易夥伴經濟增長前

景堪憂，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速與通脹壓

力同步下調的背景下，中國外部出口環境

仍將嚴峻。此外，在過去一年，中國與發

達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的持續升溫，這亦

影響了中國商品對外出口的增長。

傳統市場平穩 新興市場強勁
根據海關分析，2011年，在「擴大進口」

的政策引導下，中國進口增速高出同期出

口增速4.6個百分點，外貿順差在2010年同

比收窄7.2%的基礎上繼續收窄14.5%，減少

263.7億美元，當年貿易順差與外貿總值的

比值為4.3%，比上年降低1.8個百分點。

中國貿易方式結構繼續改善，一般貿易

強勢回歸，2011年，中國一般貿易進出口

19,245.9億美元，增長29.2%，佔同期中國

進出口總值的52.8%。此外，中國對歐美日

傳統市場增長平穩，對新興市場國家貿易

增長強勁。2011年，中歐雙邊貿易總值

5,672.1億美元，增長18.3%；中美雙邊貿易

總值為4,466.5億美元，增長15.9%。統計數

據還顯示，貿易主體結構積極變化，外商

投資企業繼續佔據主導地位，民營企業所

佔比重提升較快。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房廈 北京報道) 對

於內地去年12月進

口數據大幅低於預

期，經濟學家指

出，在緊縮的貨幣政

策之下，內地房地產

建設趨緩，庫存上

升，經濟增長出現顯著放緩，需

求量大幅下滑。進口規模的變化

反映一國實體經濟變化，這顯示

中國實體經濟的發展不容樂觀。

不過，於9日閉幕的中央金融工

作會議工作會議定調，未來金融

業將優先支持實體經濟，這或將

成為中國經濟未來的新增長點。

本月貿易數據或續下行

交通銀行金研中心研究員陸志

明向香港文匯報表示，2012年受

世界經濟減速的影響，中國的進

出口增速或將繼續下行。他指

稱，當前國內經濟狀況持續下

行，工業增加值、製造業PMI值

宏觀數據亦不容樂觀，預計未來

中國經濟走勢將持續放緩；另一

方面，中國對國際市場的進口需

求亦將繼續縮減。在經濟回落的

大背景下，進出口貿易情況難脫

放緩的總趨勢。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梅新育分析，當前中國內需逐漸萎縮，在

大的調控政策背景下，投資很難出現強勁

表現，經濟逐步回落成定局，隨 國內房

地產市場的降溫以及鋼鐵產量的下滑，未

來鐵礦石等大宗商品的進口亦存在繼續下

滑的可能。

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指出，基

於中國經濟目前下行壓力明顯加大，以及

世界經濟復甦難樂觀的情況，中國的貨幣

政策未來將轉向支持實體經濟。不久前閉

幕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已對此定調，在中

國進出口情況不容樂觀的情況下，這一轉

向或成為拉動經濟發展的新的增長點。

曹遠征稱，是次會議轉向強調金融服務

實體經濟，更側重於深化金融改革，在方

向上發生扭轉和變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商
務部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副部長鍾山9日
表示，中國須面對優化外貿佈局的挑戰，
目前已經選取30個國家作為今年及未來若
干年外貿多元化戰略重點突破的市場。

鍾山指出，歐美市場是中國的最大出口
方，但隨 歐洲債務危機的演變，現在中
國須面對優化外貿佈局的挑戰。他說，改
變此失衡結構，能在短期內規避包括美歐
債務危機帶來的出口問題，從長期看也是

中國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型的一個突
破口。而資源、人口規模、現有市場份額
及戰略地位等是考量的指標，中國要力爭
至2015年與這些目標國的雙邊貿易額提高
三個百分點。
據內地《第一財經日報》報道，印度、

阿拉伯國家及其他一些資源豐富、戰略地
位重要的國家都包含在目標國名單之中。

流通工作會議預熱籌備
另據透露，自2011年底國務院辦公廳發出

通知後，相關部委組成的各路人馬已陸續奔
赴各地，為召開全國流通工作會議預熱籌
備。各調研組分別召開由基層主管部門與企
業負責人參與的座談會，就流通業發展情況
調研摸底，獲取第一手情況與建議。

A4 責任編輯：何綺容 2012年1月11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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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建議開徵廢物收費，以經濟誘因促使巿民改

變生活習慣，減少廢物產生。通過寓禁於徵的方式

實行源頭減廢，無疑可鼓勵市民與生產商減少製造

廢物，但在執行上卻面對不少困難，加上社會對徵

費存有爭議，當局應全面充分地聽取民意後再作出

決定。更為重要的是，本港應參考日本、台灣等地

的經驗，強制推行垃圾分類及回收，並資助回收再

造業發展，將垃圾轉為可循環再用的資源，既可紓

緩堆填區爆滿的壓力，也可為本港經濟開拓新的產

業，當局應為此作出必要的財政承擔。

目前每天運往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多達9,000

多公噸，每日人均棄置1.28公斤固體廢物，較不少

已發展的國家及地區都要高。本港的堆填區及焚化

爐將難以應付不斷增加的廢物數量，而在社會環保

意識高漲的情況下，要繼續興建焚化爐及擴大堆填

區又會遇上龐大的阻力。因此，從源頭上減廢便成

為當前急務。在韓國、台灣等國家及地區，過去都

同樣面對垃圾處理的問題，但通過垃圾徵費等方

式，成功令垃圾製造量大幅下降，台北市家居垃圾

棄置量，由2000年開始實行至今，減幅高達65%，

可見寓禁於徵對於減少垃圾棄置有一定作用。

不過，本港的垃圾主要來自食肆的廚餘，相反

一般家庭的棄置垃圾量並非特別多，以一刀切徵

費方式能夠減省多少垃圾還須進一步研究。而

且，當局目前提出的4個方案都存在一定的技術困

難及爭議，例如分區定額收費難以發揮用者多付

的作用，反而會令已繳費的家庭及商戶更肆無忌

憚地棄置垃圾；以用水量與垃圾費掛 可靠性成

疑；而要求市民購買專用垃圾袋按量收費，則可

能令部分市民在街上隨地棄置垃圾，帶來大量執

法及衛生問題。事實上，在目前通脹高企的日

子，任何徵費方案都不易得到社會支持。如果只

徵收商戶垃圾費，又會加重其營運成本，變相轉

嫁至市民身上。因此，當局現時應先廣泛諮詢各

界意見，集思廣益才能訂出可行方案。

應該看到，單靠徵費並非解決垃圾量增加的最

好辦法。台灣在實行垃圾徵費的同時，更重要的

是同步推出「垃圾強制分類」等措施，要求民眾

主動將垃圾分類，並大力發展回收再造產業，藉

此改變民眾的環保習慣。然而，本港的回收產業

多年來一直發展緩慢，在回收政策上也一直停留

在「三色桶分類」。在分類回收不足之下，垃圾徵

費的成效將難望樂觀。當局應加大力度培養市民

的垃圾分類意識，甚至可立法強制分類。而鑑於

回收業成本高昂難以吸引私人企業投資，當局應

在土地及資助上作更大的承擔，以推動回收業的

發展，將垃圾轉為有用的資源，多管齊下減少垃

圾棄置。 (相關新聞刊A2版)

香港迪士尼公布去年度業績，多項主要數

字均創出新高，收入36億元，錄得超過5億元

稅前盈利，比上一年增加超過一倍。但樂園仍

然虧損，只是由7.2億收窄至2億元。迪士尼稅

前盈利倍增和虧損收窄，主要是越來越多的內

地遊客增加了樂園的門票收入和產品銷量，隨

未來幾年香港高鐵和港珠澳大橋建成，內地

客源將進一步增加，樂園應加快擴建，與上海

迪士尼錯位競爭。同時，要增加財務透明度，

以便本港社會監察迪士尼改善營運，盡快結束

連年虧損讓香港納稅人承擔的局面。

去年，香港迪士尼不論入場人次、酒店入

住率和遊客消費，均打破開幕以來的紀錄。

運營成績理想，其實主要是由於內地的大力

支持，包括允許800萬非深籍外省人士到港定

點遊迪士尼等。客源滾滾而來，樂園收入自

然水漲船高。

但應注意的是，香港迪士尼去年成績理

想，卻仍然掩蓋不了樂園至今已經連續六年

虧損的事實。樂園管理層曾解釋說，由於這

是長期投資項目，短期效益未能如願在所難

免。事實上，在迪士尼投資的部分海外樂園

項目中，曾出現過當地政府因前期開發投入

過大、負債較高而在項目運營後連年虧損，

但迪士尼樂園本身卻為母公司不斷創造盈利

的怪圈。不幸香港迪士尼也掉入了這個怪

圈。

當年興建香港迪士尼樂園所需的141億港元

費用中，迪士尼投資24.5億港元，持有43%的

股權。特區政府投資32.5億港元，佔57%的股

權。借貸的84億港元中包括港府提供的61億

港元貸款。加上承擔的基建費用，港府合計

投入兩百多億港元，但特區政府最後發現，

連香港迪士尼管理及財務狀況都不能掌握，

且不具有任何樂園的實際經營控制權。收益

方面，港府僅擁有樂園門票收入分成，相關

產品銷售收益則全歸迪士尼。根據迪士尼

2009年度財報(截至2009年10月3日)，樂園包

括門票的總收入，不足迪士尼全部收入來源

的三成，利潤則僅佔約21%。因此，迪士尼應

盡快扭虧為盈，以減輕香港納稅人負擔。

香港迪士尼樂園除了加快擴建工程之外，

還要與上海錯位競爭，令兩個樂園有不同的

設施、特點和優勢。香港迪士尼還應增加財

務透明度、改變分紅模式，以便本港社會監

察迪士尼的表現，推動其管理層注重控制成

本，改善營運。

(相關新聞刊A3版)

垃圾徵費爭議大 分類回收更關鍵 迪士尼應盡快扭虧為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房

廈、何凡 北京報道) 中國

海關總署昨日公佈數據顯

示，內地去年12月進口增

速急挫，同比增長11.8%，

不單低於市場預期17%，

更低於2010年的35.6%，

創逾兩年來的最低點。分

析指出，進口增速的快速

下滑顯示國內經濟不振，

外需趨疲，這給中國外貿

能否完成2012年宏觀調控

「穩增長」的目標，增添了

極大的不確定因素。

內地拓外貿市場 商務部選定30國

內地上月進口增速急挫
內外因素夾擊 宏觀經濟存隱憂

香港文匯報訊 據美國《華爾街
日報》報道，兩名美國政府高級官
員透露，美國總統奧巴馬計劃設立
一個特別小組，監控中國可能存在
的貿易、商業侵權行為。分析人士
認為，這表明美方會在大選年中對
中國發起更多挑戰。
這個小組名為「執行特別小

組」，以執行美國的貿易規定為目
標。儘管小組的名稱很籠統，但政
府高級官員表示，這個小組是針對
中國設立的。美國各相關政府部門
的官員都會加入這個特別小組，其

中包括財政部、商務部、能源部和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華府欲施壓人民幣
報道透露稱，奧巴馬計劃在本月

下旬發表國情咨文前後宣佈這一計
劃。奧巴馬政府希望對人民幣匯
率、中國市場准入和知識產權問題
施加更大壓力。
美國財政部部長蓋特納10、11日

這兩天在中國進行訪問，有可能會
談及這一特別小組。此前，美國財
政部公告稱，蓋特納訪華期間，將

與中方官員討論當前全球經濟形
勢、刺激經濟持續增長等雙方共同
關心的經濟議題。

美大選喜打中國牌
《華爾街日報》分析認為，這個

特別小組將會對2012年美國總統大
選產生重要的政治影響。這表明奧
巴馬將會對中國發起更多挑戰。一
位高級政府官員說，白宮正在採取
各種手段來挑戰中國這個貿易夥
伴，包括可能同歐盟建立新的跨大
西洋夥伴關係。

美國商會負責國際事務的高級副
會長薄邁倫說，對於美國商界來
說，美國政府在選舉年對中國態度
強硬並不出人意料。政府是想表
明，中國的任何行動都被擺在了桌
面上，開展貿易和執行規定會一起
進行。
康奈爾大學貿易政策學教授、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分部前主管艾
斯瓦．普拉薩德分析指出，兩國關
係正在進入一個艱難的階段，鑒於
兩國的政治氣氛，兩國可能還會採
取更強硬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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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擬設特別小組「監控」中國貿易

■美國政府高級官員透露，

美國總統奧巴馬計劃設立一

個特別小組，監控中國貿

易。 新華社

■江蘇連雲港港碼頭工人正在裝卸出口貨

物。 新華社

■浙江義烏中國小商品城2011年成交額

515.12億元，同比增長12.95%。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