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大對本港經濟增長預測(按年變幅)
第三季(%) 第四季(%) 全年(%)

本地生產總值 2.4 2.1 2.2
私人消費開支 2.0 1.7 1.6
政府消費開支 3.0 3.0 2.8
貨品出口 2.2 2.2 1.8
貨品進口 1.5 1.7 1.4
服務輸出 1.0 2.7 1.2
服務輸入 3.8 2.5 2.6
投資總額 -3.2 -7.0 -3.4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4.5 4.2 4.1
失業率 3.3 3.4 3.3
資料來源：港大 製表：記者涂若奔

「佔中」若持續對香港的影響
(預計訪港遊客及零售均下跌10%對港影響)

持續時間 1個月(百分點) 3個月(百分點)
GDP -0.4 -1.2
私人消費 -0.1 -0.4
出口服務 -0.3 -0.8
失業 +0.1 +0.2
投資 不變 不變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 製表：記者涂若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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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拖三月 經濟大減速
港大報告：內外部需求縮 降港GDP預測1.2個百分點

港大昨日發表報告預計，今年第三季實質本地生產總值較去年同期上升
2.4%，較此前預測的3.7%大幅下調，全年經濟增長為2.2%，也較原

來的3.4%增長的預測大幅下調，下調原因主要是外部需求收縮與較預期疲
弱的本地需求所引致。

訪港旅客投資需求將縮減
惟港大上述預測數據，並未將「佔中」事件對本港經濟衝擊計算在內。
然而，「佔中」事件給社會民生帶來諸多騷擾，本港經濟將會因此受到多
大的影響，是傳媒昨日最關注的話題
王家富昨日於記者會對此回應稱，街頭抗爭的規模較一般市民預計的嚴
重，無疑會抑制香港經濟的增長，料訪港旅客、投資需求可能進一步縮
減。但暫時未有足夠數據進行量化，要視乎事件持續時間的長短、影響範
圍有多大等因素而定，另外市民亦會因此做出適當的應變措施，或能部分
程度上化解負面影響。

「佔中」越久 打擊經濟越大
在傳媒一再追問下，王家富終以「經濟模型」的形式作出評估，指假如
因「佔中」事件影響，訪港旅客的數量以及零售額雙雙下跌10%，此種情
況若持續一個月，本港第四季的GDP增長將因此下滑0.4個百分點。若持
續三個月，GDP增長更將大幅下滑1.2個百分點。但他強調，訪港旅客和零
售額跌幅達到10%是「比較極端的假設」，發生的可能性很小，事實上跌
幅若達5%已經「相當厲害」。
王家富又稱，目前的情況可與「沙士」時期類比，二者均是本港內部的

區域性事件，而非亞洲金融危機等外圍因素導致。本港經濟雖然會受到不
利影響，但程度「未必會驚人的大」。而「沙士」時期的數據也顯示，一
旦事件結束，經濟恢復的速度非常快，因為港人的應變能力較高，且多年
以來只要「香港有難」，中央政府都會及時推出不少政策支持。
他稱，「沙士」後中央政府主要是開放「個人遊」挺港，「今次都有滬

港通」。雖然「滬港通」的效果不能和「個人遊」相提並論，但當年「沙
士」的影響遍及全港，而「佔中」的衝擊暫時僅局限在金鐘、旺角、銅鑼
灣等區域。以此評估，「沙士」的影響仍比「佔中」大得多。

港吸引外資基本面仍未變
有言論擔憂「佔中」令本港的國際形象也大受打擊，王家富對此回應
稱，海外投資者與一般市民的看法有差異，最關心的是政局是否穩定，此
外「他們只想賺錢，（即使）對你印象不好，只要有錢賺就會來」。亞洲
有不少國家因政局穩定，無須形象好也可吸引大量資金。他認為，目前香
港吸引外資的基本面未有改變，法制仍然健全，相信有關發債、「滬港
通」等金融活動仍會在本港進行，只不過地點未必再設在金鐘一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香港大學昨日發表最新香

港經濟預測報告，將今年香港全年經濟增長預測由原來的

3.4%大幅下調至2.2%，主要由於外部需求收縮及本地需求疲

弱；又預計第四季實質本地生產總值亦僅升2.1%。港大經濟

學首席講師王家富昨表示，有關數據未有反映「佔中」事件

對本港經濟的衝擊，預料整體影響將較2003年「沙士」時期

小。他評估指，若訪港旅客數量及零售額雙雙下跌10%的情

況持續一個月，本港第四季的GDP增長將減少0.4個百分

點，若持續三個月，GDP增長將大減1.2個百分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涂若奔）港大昨日發表報告，將
2014年全年本港經濟實質增長，由早前公佈的3.4%調低至
2.2%，降幅達1.2個百分點，主要反映較預期疲弱及不確定
的外部發展情況，包括美國經濟復甦較預期慢、美國利率
上升的不確定性、歐盟的復甦不穩定、以及中國內地略為
遜色的經濟表現。
港大經濟學首席講師王家富昨日於記者會上表示，美國
經濟復甦且失業率下降，市場普遍預期美聯儲最快將在明
年首季或第二季加息，屆時香港的消費意願和投資意願均
會下滑，恐會拖累經濟增長。但由於美國經濟好轉，將會
帶動區域性的市場需求，刺激本港的貨品出口和服務需
求，故認為綜合而言，美國加息對本港「既有拉力又有推
力」，他又提醒，屆時本港樓市一定會受影響，「如果是
投資（需求）當然不要買」。

需求疲弱 消費開支料降
港大報告預料，就業市場將輕微惡化，估計失業率將由
2014年第三季的3.3%，上升至第四季的3.4%。整體通脹
率會維持穩定，由第三季的4.5%下跌至第四季的4.2%。受
更謹慎的消費氣氛影響，私人消費開支將由第三季的2.0%
下調至1.7%。由於訪港旅客的消費減少，加上疲軟的本地
需求，預計零售量依然疲弱。估計零售量增長在第二季的
下跌7.3%，短期改善至第三季的下跌0.6%，但第四季將下
跌2.0%。

緊張局勢持續損旅遊業
另外，服務出口從2014年第一季的3.3%增長，轉勢至第
二季下跌2.3%。跌勢主要由於第二季旅遊及相關服務下跌
11.5%，旅遊及相關服務佔總服務出口的35%。原因可能
是去年同期內地訪港旅客來港購買黃金，形成較大的比較
基數所致。由於2014年8月的訪港旅客上升12.2％，預計
服務出口將可恢復增長，在第三季及第四季分別增長1.0%

及2.7%，全年增長為1.2%。但報告指，會繼續關注近期的抗議事件所
帶來的持續緊張局勢會否對旅遊業有進一步的負面影響，這影響要視
乎抗議活動及外國因應發出的旅遊警示持續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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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信銀國際昨公

布，第4季度跨境銀行需求指數為58.2，較上季
跌0.2，企業需求指數為56.7，較上季低0.5，受
「滬港通」刺激所帶動，個人需求由上季65升
至66.7。而昨日正在訪美的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他指「滬港通」機遇大，鼓勵美商來港投資。

中信銀行（國際）首席經濟師兼研究部總經理
廖群表示，「滬港通」將在10月開通，進一步
激發個人跨境金融投資需求，因此個人需求指數
中的金融投資超越信用卡躍升至第1位，錄值
70.1，其次是信用卡及保險產品，分別錄值69.7
及67.4。他指，信用卡指數雖然從上季的第1名
跌至第2名，但在港使用信用卡的需求上升，指
數仍比上季高0.3。
他又表示，個人需求的增長進一步加快，相

信與第3季度市場對「滬港通」的憧憬及人民幣
轉跌回升有關。「滬港通」是兩地雙向投資，因
為「滬港通」用人民幣交易，因此貨幣交易必然
上升。

內地今年料仍推定向寬鬆
廖群認為，現時內地房地產市場出現泡沫情

況，因此調整是必須的，但他希望會是軟着陸，
而不是硬着陸，因房地產調整太快會影響消費，
如裝修、家電等需求，對經濟的影響明顯。
至於十八屆四中全會臨近，廖群認為會議主要

談及政策而非經濟方面。他預期今年仍有定向寬

鬆措施，會否全面降準則要視乎情況，他又補
充，認為中央今年降息的可能性不大。
被問到「佔中」影響，他認為「佔中」對零售

影響較大，但事件發展不明朗，難以作出推測。
而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與紐約市副市長格蘭和

紐約市經濟發展集團執行董事Kyle Kimball見
面，其間就交通、房屋和公共財政事宜交換意
見，而曾俊華與格蘭均認為香港和紐約市有很多
相似的地方，如面積、人口和行業組合，可互相
借鏡。

曾俊華籲美商來港拓商機
他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午餐會上發表演

說，演說以「香港在中國金融改革中擔當的角
色」為題。他指，「滬港通」為金融界帶來前所
未有的機遇，鼓勵美商來港開拓商機。而曾俊華
亦有提及近日在香港的「佔中」示威及有關背
景。
曾俊華下午轉往波士頓，並於本周五以中國代

表團成員身份出席在華盛頓舉行的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和世界銀行集團年會。

IMF第三次降全球經濟增長預估

信銀：滬港通激發個人投資需求

IMF降港今年經濟增長至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曾敏儀）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 (IMF) 昨日公布，下調本
港今年經濟增長預測至3%，較4月份時
預測大幅下降0.7個百分點。同時，該
組織將明年經濟增長預測由3.8%下調至
3.3%。
在報告中，IMF特別提到本港經濟可

能受樓市活動大幅減少拖累。IMF又表
示，環球經濟金融收縮，影響亞洲國家

出現資金流走，與此同時，資產價格下
跌，利率卻上升。

對內地今明年經濟仍樂觀
不過，對內地今明經濟增長預測，

IMF持較樂觀態度，分別維持於7.4%及
7.1%不變。然而，該組織警告，受困產
能過剩和信貸問題，內地經濟中期內或
面臨硬着陸風險。

■廖群認為，「佔中」對港零售業影響較大。
張偉民攝

■■港大將香港今年經濟增長預測由原來的港大將香港今年經濟增長預測由原來的33..44%%大幅下調至大幅下調至22..22%%。。

■王家富(右)稱，
「佔中」對本港
經濟的衝擊仍未
在數據中反映。
旁為港大經濟學
教授王于漸。

張偉民攝

香港文匯報訊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周二下調了全球經濟增長預估，為
今年第三次。IMF同時還警告稱，歐元
區核心經濟體、日本和巴西等大型新興
市場國家或增長放緩。報告認為各國解
決經濟復甦所面臨的挑戰缺乏緊迫感，
最大央行所採取的不同尋常的刺激措施
並不足以促使世界經濟實現健康復甦，
甚至可能為下一場金融災難留下隱患。
IMF在《全球經濟展望》報告中，將

今年和明年全球經濟增長預估分別下調
到3.3%和3.8%。7月時IMF公布的2014
年和 2015 年增長預估分別為 3.4%和
4%。報告中，IMF下調了德國、法國和
意大利的增速預估，稱較富裕國家維持
寬鬆貨幣政策和低利率是必要的。其還
下調了對日本和巴西的經濟增長預估。

歐元區明年經濟衰退幾率40%
IMF稱，新興市場增長潛力比起2011

年的預估下滑了1.5個百分點。當前預計
歐元區明年陷入通縮的幾率為30%，陷
入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幾乎為40%。IMF
再次敦促各國開展一系列的結構性改革
來支撐經濟復甦，否則面臨經濟停滯的

風險。
此外，IMF還下調較長期經濟增長潛

力預估，其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德(Olivi-
er Blanchard)稱之為「未來的力量」已經
在削弱增長。布蘭查德稱，歐元區經濟
復甦有停滯的可能，需求可能進一步放
緩，而且低通脹情況可能轉為通縮。他
指出，若這樣的情況果真發生，這將是
全球經濟所遭遇的主要問題。

美若加息金融市場或即爆泡
IMF警告稱，一旦美儲局明年開始加

息，金融市場估值泡沫可能會瞬間破
裂。當前市場或許低估了發達經濟體之
間貨幣政策背離所導致的風險。
報告警告稱，俄羅斯同烏克蘭間以及

中東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日益給全球
經濟帶來風險，其結果可能是油價遭受
衝擊，如果衝突加劇，將導致更大範圍
內的貿易和金融動盪。
由於寬鬆貨幣政策已經達到極限，各國

政府又缺少現金，因此難以提高公共投
資，IMF敦促所有國家進行結構性改革，
例如改善勞動力市場政策、打擊偷稅漏稅
和提高基礎建設支出等。

IMF對2014和2015年
全球GDP增長預測

實際值 預測

（%） （%）

2013 2014 2015 2014 2015

全球 3.3 3.3 3.8 -0.1 -0.2
發達經濟體 1.4 1.8 2.3 0.0 -0.1

美國 2.2 2.2 3.1 0.5 0.0
歐元區 -0.4 0.8 1.3 -0.3 -0.2
德國 0.5 1.4 1.5 -0.5 -0.2
法國 0.3 0.4 1.0 -0.4 -0.5
意大利 –1.9 -0.2 0.8 -0.5 -0.3
西班牙 –1.2 1.3 1.7 0.1 0.1

日本 1.5 0.9 0.8 -0.7 -0.2
英國 1.7 3.2 2.7 0.0 0.0
加拿大 2.0 2.3 2.4 0.1 0.1

其它發達經濟體 2.3 2.9 3.1 0.0 -0.1

新興市場與 4.7 4.4 5.0 -0.1 -0.2
發展中經濟體

獨聯體國家 2.2 0.8 1.6 -0.1 -0.5
俄羅斯 1.3 0.2 0.5 0.0 -0.5
不含俄羅斯 4.2 2.0 4.0 -0.4 -0.4

新興及發展中亞洲 6.6 6.5 6.6 0.1 0.0
中國 7.7 7.4 7.1 0.0 0.0
印度 5.0 5.6 6.4 0.2 0.0
東盟五國 5.2 4.7 5.4 0.1 -0.2
(ASEAN-5)

新興及發展中歐洲 2.8 2.7 2.9 0.0 0.0
拉美與加勒比地區 2.7 1.3 2.2 -0.7 -0.4
巴西 2.5 0.3 1.4 -1.0 -0.6
墨西哥 1.1 2.4 3.5 0.0 0.1

中東、北非、 2.5 2.7 3.9 -0.4 -0.9

阿富汗及巴基斯坦

撒哈拉以南非洲 5.1 5.1 5.8 -0.4 0.0
南非 1.9 1.4 2.3 -0.3 -0.4

與7月展望報告的

差異（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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