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778-784號
香港中心11樓1101室

電話：3579 4099 傳真：2360 5846

www.textileschamber.org
發行：香港文匯報
地址：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

興偉中心2至4字樓
電話：（852）2873 9888
網頁：http://www.wenweipo.com/

（第127期）

合辦香港紡織商會
香港文匯報

■責任編輯：陳 濤 ■版面設計：黃可政

敬請垂注
下期定於

2016年12月12日出版

棉價脫韁狂飆 業界叫苦連天

世界經濟舉步維艱
預測增長接連下調

2016年9月12日（星期一）B5

過去兩個多月以來，棉花價格經歷了先狂飆升、後始回順的
變化。而這一「驚嚇」情況，竟是由內地棉帶動起來的。

以C.C.Index 3128 B級棉價為例，6月初為12,615元人民幣/
噸，至7月底最高漲至15,415元人民幣/噸，即一個月內漲
22%，如與4月初11,679元人民幣/噸相比，漲幅更超過三成。
同期國際棉價亦隨步攀升，不過幅度相對較內地棉價為小。

如Cotlook遠東A指數，6月初為72.95美分/磅，至7月底最高
升至85.35美分/磅升幅17%。
棉價短時間內大幅急升，棉紡業原料成本增加，紗價隨行上
調，但織布廠及下游市場卻無法接受漲價，如此舊單難於履
行，新單接入顯減，對原已處於經營環境十分嚴峻的紡織製衣
業造成重大衝擊。

香港紡織商會迅速反映意見
鑒於上述情況，中國棉紡織行業協會7月下旬舉辦了相關企業
座談會，與會企業指出了內地棉價狂飆的原因主要是：儲備棉
投放量不足、出庫難、保證金釋放慢、高等級棉缺口大，還有
就是有貿易商炒作所致。
香港紡織商會即亦組織了業界會議，迅速於7月22日以專函

通過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反映，請相關部門盡快採取有效措

施，包括：增加儲備棉投放量，暫停非生產企業（中間商）購
買儲備棉、增發進口配額，補充高等級棉不足等。
八月初，國家發展改革委和財政部發佈聯合公告，決定將

2015/16年度國家儲備棉輪出銷售截止時間由2016年8月31日
延長至2016年9月30日，年度輪出總量不限於200萬噸，最終
以實際成交數量為準。
內地棉價即掉頭回落，至9月 8日C.C.Index 3128 B級為
14,089人民幣/噸，較7月最高價回順8.6 %；國際棉價轉跌幅度
更大些，9月6 日Cotlook遠東A指數77.05美分/磅，較7月底最
高價回軟9.7 %（詳見附圖）。

棉價大漲無實質支持
美國農業部（USDA）8月發表的2016/17年度世界棉花產銷

預計顯示，雖然是連續兩個年度消大於產，但與上年度相比，
產量增4.8%、消耗量只增1%；貿易量更是近七個年度最少的
（其中中國進口只為98萬噸），以致期末庫存大降，是2012/
13年度以來首次跌破2000萬噸大關（詳見附表）。
從目前世界經濟、紡衣市場和棉花供求情況看來，棉價的大

幅急漲是缺乏實質因素支持的，炒風過後，回落到合理水平當
屬可期。 香港紡織商會凌之棉花脫韁--附價格圖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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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發函，反映棉花狂

飇影響下游產品接單。

由於美國經濟復甦遠遜
預期、歐洲受恐怖襲擊、
難民湧入及英國脫歐等問
題困擾；新興發展中經濟
體表現普趨下行，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IMF）最新
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
報告顯示，今、明兩年全
球經濟增長預測，已接連
三次作出下調。
今年整體增長率由一

月、四月的3.4%、3.2%
調降為3.1%，其中先進
經濟體分別由 2.1%、

1.9%降為1.8%；新興市場及發展中經濟體稍好，由一月4.3%調至四月的4.1%後，最新
預測尚可維持。值得指出的是，中國、印度預測仍是全球較好和相對較穩定的，中國最
新預測6.6%，較四月預測6.5%稍好；印度7.4%，雖較上次預測略降，仍屬較高水平。
明年全球增長預測基本與今年同步下調，最新預測為3.4%，亦較對上兩次預測為
低，其中先進經濟體的情況又差於新興市場及發展中經濟體。
世界貿易量增速下調更為明顯，今年最新預測僅2.7%（對上兩次預測為3.4%、
3.1%）；明年稍高為3.9%，但亦較一月預測時4.1%調低（詳見附表）。

香港紡織商會林檸

8月2日，由越南總工會（代表勞方）、越南工商總會
（代表資方）與越南勞動部（代表政府）所組成的越南國
家薪資委員會就2017年最低工資調整方案達成共識，並提
報總理審核。如獲通過，將於2017年1月1日起實施。
方案建議 2017 年越南各地區別的每月最低工資標

準如下：

上述最低工資平均調高7.3%，相比今年12.4%的平均升
幅較為溫和。

柬已啟動調資程序
鄰國柬埔寨的勞工與職業培訓部亦已於六月初發出通

知，要求勞資雙方的代表先進行磋商，九月份再加上政
府代表就最低工資的調整進行三方協商，以訂定2017年1
月1日起開始實施的新標準。
柬埔寨現行最低工資為每月140美元（相當於越南二類
地區），是全國單一的標準，但僅適用於製衣及製鞋工
人；其他行業（包括建築、旅遊等）的工會亦正努力爭
取設最低工資保障。

憂失最不發達國家身份
世界銀行每年七月會按全球各經濟體的人均國民總收入

（GNI）進行劃分，
根據最新公佈資料，
柬埔寨2015年GNI
達1070美元，超過
低收入國家的1025
美元上限，已升級為
中等偏下收入國家。
此令廠商開始擔心柬
埔寨何時會失「最不
發達國家」的身份。
多年來，柬埔寨

以最不發達國家的
身份，得享多種關
稅減免優惠，包括
歐盟的「武器除外」（EBA）全部免稅、箱包產品輸美免關稅
等。一旦失去此身份，柬埔寨便不再享特殊關稅優惠，出口競
爭力必然被削弱。
雖然，最不發達國家的劃分標準並不是世界銀行規定，而
是由聯合國規定。聯合國的準則除了人均收入標準（GNI）
外，還要考慮人力資源標準（包括營養、健康、入學率等指
標）及經濟脆弱性標準（包括自然衝擊程度、經濟易受衝擊
程度、經濟規模狹小程度、地理位置偏遠程度等指標）。一
個經濟體如在連續兩次聯合國的三年期審查中達到上述三項
標準中至少兩項的「畢業」門檻，將可從最不發達國家名單
中被剔除。
聯合國下次審查是在2018年，因此，柬埔寨有機會在2021

或2024年便要脫離最不發達國家的行列。
香港紡織商會飛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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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舉步維艱

預測增長接連下調

由於美國經濟復甦遠遜預期、歐洲受恐怖襲擊、難民湧入及英國脫歐等問題困

擾；新興發展中經濟體表現普趨下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發佈的「世

界經濟展望」報告顯示，今、明兩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已接連三次作出下調。

今年整體增長率由一月、四月的 3.4%、3.2%調降為 3.1%，其中先進經濟體分

別由 2.1%、1.9%降為 1.8%；新興市場及發展中經濟體稍好，由一月 4.3%調至四

月的 4.1%後，最新預測尚可維持。值得指出的是，中國、印度預測仍是全球較

好和相對較穩定的，中國最新預測 6.6%，較四月預測 6.5%稍好；印度 7.4%，雖

較上次預測略降，仍屬較高水平。

明年全球增長預測基本與今年同步下調，最新預測為 3.4%，亦較對上兩次預

測為低，其中先進經濟體的情況又差於新興市場及發展中經濟體。

世界貿易量增速下調更為明顯，今年最新預測僅 2.7%（對上兩次預測為 3.4%、

3.1%）；明年稍高為 3.9%，但亦較一月預測時 4.1%調低（詳見附表 D）。

香港紡織商會 林檸

（C稿）

越柬擬提升明年最低工資

8月 2日，由越南總工會（代表勞方）、越南工商總會（代表資方）與越南勞

動部（代表政府）所組成的越南國家薪資委員會就 2017年最低工資調整方案達

成共識，並提報總理審核。如獲通過，將於 2017年 1月 1日起實施。

方案建議 2017年越南各地區別的每月最低工資標準如下：

調整前

（萬越盾） 萬越盾 折合美元*

一類 350 375 170 7.1%

二類 310 332 151 7.1%

三類 270 290 132 7.4%

四類 240 258 117 7.5%
* 按一美元兌換2.2萬越盾計算

地區
調整後

調整增幅

上述最低工資平均調高 7.3%，相比今年 12.4%的平均升幅較為溫和。

柬已啟動調資程序

鄰國柬埔寨的勞工與職業培訓部亦已於六月初發出通知，要求勞資雙方的代表

赴非洲三國開展行業交流對接

■代表團受到吉布提總統Ismail Omar Guelleh的接見

知 己 知 彼 資 料 幫 你

中 紡 商 會 與 香 港 紡 織 商 會 組 團

隨着世界主要紡織服裝生產國綜合成本的不斷提
高，非洲有望成為世界新興紡織服裝加工地區和未來
紡織服裝、尤其是紡織半成品出口的重要市場。應吉
布提財政部、埃塞俄比亞工業部和投資委員會、塞內
加爾工業部和投資促進委員會的邀請，2016年6月

17-25日，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與香港紡織商會聯合
組團赴吉布提、埃塞俄比亞和塞內加爾三國，開展紡
織服裝行業交流對接。代表團由中國紡織商會張錫安
副會長和香港紡織商會蕭盧慕貞會長率領，成員包括
上海申達、江蘇蘇豪、浙江中大、龍頭家紡、福州尚

飛等企業負責人。此次出訪
還獲得了國務院參事、世界
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
的全程指導和「非洲製造倡
議」組織的大力支持。代表
團非洲三國之行都受到三國

總統/總理的接見，他們都表達了歡迎中方等紡織服裝
企業投資進駐的意願。具體活動如下：
吉布提
吉布提是東非重要的出海口和中國「海上絲綢之路」

的重要的節點國家。代表團於6月17日至18日赴吉布
提。先後會見了吉布提財政部部長Ilyas M. Dawaleh，
他介紹了吉布提地理位置、政策支持、外匯管制等方面
的投資優勢，並強調吉布提正在建設適合發展「兩頭在
外」的出口加工型企業的自貿區。代表團又會見了吉布
提港口與自貿區管委會主席Aboubaker O. Hadi和招商
局國際有限公司負責人，並實地走訪吉布提港、吉布提
多功能港和自貿區。Aboubaker O. Hadi介紹了吉布提
市的整體未來規劃，屆時將佈局港口、機場、商務中
心、旅遊設施等現代化基礎設施建設。招商局國際有限
公司是吉布提多功能港和自貿區的承建單位，其負責人
介紹了專案進展、自貿區內的功能區域劃分和自貿區內
可享受的政策優惠。吉布提的自貿區建設正在順利推
進，首發區將於2017年竣工。

127期附表：赴非洲三國

人口 GDP 人均GDP 對外貿易(億美元)          2014年底紗錠、布機設備         棉花(噸)

國   家 (萬人) (億美元) (美元/人)        所有貨品   其中：紡織品            服裝 環錠 OE錠 有梭機 無梭機 當地 當地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萬枚) (萬枚) (台) (台) 產量 消耗量

吉布提        96.6        17.3         1,788        8.90 1.32 0.11 0.00 0.11 0.00 0.00 0.00 0 0 N.A N.A

埃塞俄比亞   8,976.0      616.3            687    190.63 38.25 4.54 0.39 4.01 0.56 29.39 1.90         167      2,200    38,000    50,000 

塞內加爾   1,496.6      136.7            913      56.75 25.32 0.84 0.14 0.27 0.04 2.50 0.00         500         150    13,000      1,000 
資料來源：IMF、WTO、ITMF(香港紡織業商會整理)

中國與鄰近地區是世界紡織品及
服裝（下簡稱紡衣）的主要生產地
和出口來源，分別合佔世界紡衣生
產總值、出口總值的六成以上。近
年，鄰近地區紡衣業發展迅速，以
該些地區為目標的低加工紡衣生產
「走出去」，已成大勢所趨。
為便於大家對這些地區的經濟
概況、工資水平、貿易規模、紡
機設備等有概括的了解，特將相
關資料數據整理更新（詳見附
表），以供參考。
補充說明：
1.表內多個欄目均折美元計算，即相關情況
會受到匯率因素的影響。
2.本期新增緬甸資料，敬希關注！

香港紡織商會林檸

（下轉第二版）

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