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憂爆貿易戰全球冧市
美股早段跌逾300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
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將批准對進口
的鋼鐵和鋁製品加徵關稅，措施涉
及歐洲、亞洲多國。歐盟比中國的
反應更為強硬，表示將迅即採取回
應措施，全球貿易戰一觸即發。在
貿易戰爭陰霾籠罩下，全球股市下
挫，美股繼前日大瀉420點後，昨
日早段再跌超過300點，昨日歐洲
及亞洲股市亦走低，港股及內地A
股分別下跌1.48%及0.59%，其中
鋼鐵、鋁材及汽車股首當其衝。
法新社警告稱，美國此舉可能引

發與中國和歐洲的貿易戰。在貿易
戰陰霾籠罩下，市場避險情緒升

溫，昨日十年
期美債孳息率
大幅下滑至
2.815 厘，同
時日圓顯著走
強。另外，美
國聯儲局主席
在國會的第二
輪發言中表示
目前薪資數據
並沒有顯示美
國經濟過熱，
亦使美匯指數

下滑。港匯昨日下午約5時跌穿
7.83算關口位，最弱見7.8315，創
下近10年以來新低。

港股曾跌逾560點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昨日低開逾

200點，早段報24,249點，跌359
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2,654點，
跌 23 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
7,106點，跌74點。歐股開市後持
續在低位徘徊，英國富時100指數
尾段報 7,078 點，跌 97 點；德國
DAX指數報11,938點，跌252點；
法國CAC指數報5,146點，跌116
點。

港股昨跟隨外圍一度曾跌逾560
點，收市跌幅稍收窄至跌460點，
跌幅1.48%，收報30,583點，成交
1,267億元。鋼鐵及鋁材股首當其
衝，其中馬鋼(0323)重挫4.8%，重
鋼 (1053) 跌 4.3%，鞍鋼 (0347) 跌
2.4%，俄鋁(0486)挫 3.3%，中鋁
(2600)跌2.5%。而使用較多鋁和鋼
的汽車股同樣受壓，華晨(1114)挫
近 4%，東風(0489)跌 2.7%，吉利
(0175)跌2%。

市場料借勢回吐 更波動
光大新鴻基財富管理策略師溫傑

則預料全球不會爆發大規模貿易
戰，他相信美國此舉是希望爭取更
多談判籌碼。他並指，美國針對進
口鋼及鋁徵收關稅，對經濟及其他
行業影響不大，但對鋼鐵及鋁業等
股份影響較大。同時近期美股弱
勢，市場料會趁貿易問題借勢回
吐，再加上意大利大選的不確定因
素等，市況可能更波動。
匯豐亞太區顧問梁兆基指出，雖

然全球爆發大規模貿易戰機會不
大，但難料爭拗會持續多久，而美
國加快加息、減稅等，對投資市場
都有影響。

美徵鋼鋁重關稅 中方：不應以鄰為壑
特朗普狂言貿易戰「好事」歐盟加國揚言報復

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在白宮會見美國鋼鐵及鋁業代表，正式宣佈對進口鋼鐵加

徵25%關稅，並對進口鋁產品加徵10%關稅，更指關稅將維持「很長一段時

間」。華府此一最新貿易保護舉措立即引起美國國內及國外反對，加拿大和歐盟

等美國主要貿易夥伴隨即表明反對，揚言將採取報復措施。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

春瑩昨日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克制使用貿易保護工具，遵守多邊貿易規則，為國

際經濟貿易秩序作出積極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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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向美商務部提交涉
邱騰華：美缺理據

中國外交部昨日例行記者會上，有外媒提及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財辦主任劉鶴

訪美期間，特朗普宣佈加徵鋼鋁製品關稅一事。
華春瑩援引商務部貿易救濟調查局局長王賀軍此
前發表的觀點回應稱，美方對大多數進口的鋼鐵
產品採取上百起的雙反措施，對國內產品提供了
過度的保護。如果各國都仿效美國的做法，無疑
將對國際貿易秩序造成嚴重的影響。近年來全球
經濟復甦乏力，各國的鋼鐵產業都面臨着困境，
當前全球經濟復甦的基礎也是不穩固的，各國應
該共同合作面對，合作探討解決之道，而不應該
以鄰為壑，單方面採取貿易限制措施。
美國商務部於2017年4月分別對進口鋼鐵和
鋁產品啟動「232調查」，並於今年1月向特朗
普提交調查報告。按照法律程序，特朗普應該4
月中旬前作出是否採取或採取何種貿易保護措施
的決定，但特朗普卻提前於前日召見國內業界高
層，並宣佈加徵關稅的消息，令外界頗感意外。

妄言「美很容易獲勝」
市場擔心美方措施可能觸發新一輪貿易戰，觸
發昨日全球股市大跌，不過特朗普卻似乎毫不在
乎，他昨日在twitter反指貿易戰是「好事」，更
揚言美國「很容易獲勝」。
根據美方此前公佈的訊息，商務部向特朗普提
出三種方案，分別是對所有經濟體徵收無差別關
稅；對重點經濟體加徵重稅同時對其餘經濟體設
定進口配額；對所有經濟體設定相應進口配額。
特朗普的表態意味他傾向於第一種方案，即對來
自所有經濟體的進口產品徵收關稅，不過特朗普
宣佈的稅率比商務部建議的更高，商務部此前建
議對進口鋼鐵和鋁分別徵收24%和7.7%的關稅。
報道指出，特朗普公佈決定前，似乎仍未與相
關部門或官員就關稅細節達共識。就在特朗普會

見業界後不久，白宮官員即補充有關關稅的具體
細節仍待敲定，需延至下周才正式公佈。

打擊美製造業 無助鋼鋁業
分析認為，雖然特朗普此舉是衝着中國而來，

但實際上最受關稅影響的國家，卻是與美國關係
密切的主要盟友及貿易夥伴。據美國商務部數據
顯示，去年前10個月，對美出口鋼鐵最多的6大
經濟體依次是加拿大、巴西、韓國、墨西哥、土
耳其和日本。來自中國的鋼鐵僅佔美進口鋼鐵總
量約3%。美國鋁業協會數據顯示，去年1月至
11月，加拿大、俄羅斯、阿聯酋、中國和巴林
是美進口鋁產品的前五大來源地。分析也指，特
朗普的決定只會打擊美國汽車業等製造業，對鋼
鐵或鋁業並無幫助。

加：不可接受 歐盟：公然干預
針對特朗普的表態，加拿大國際貿易部長尚帕

涅表明「不可接受」，外長方慧蘭表示將採取因
應措施，捍衛自身貿易利益和勞工。歐盟委員會
主席容克也表示，美國加徵關稅是「公然干預」
市場，歐盟將堅決回應，以捍衛歐盟利益。德國
外長加布里爾也指，德國或歐盟企業不存在不公
平競爭或傾銷，呼籲特朗普三思，以免貿易戰造
成盟友間雙輸局面。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局長邱騰華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經濟
展望雖好但亦有隱憂，如全球各地有很多貿易壁
壘、國際間的單邊貿易行動，亦會影響香港企
業。他指出，如按美國商務部建議，對香港入口
鋁材徵收23.6%關稅，是缺乏理據及具歧視性，
特區政府已正式向美國商務部提出交涉，並指香
港可透過世貿組織提出交涉，但仍未作出決定。

劉怡翔：支持多邊貿易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昨日出席一個電
台節目後，也被問及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會增加入
口鋼材和鋁材的關稅，會否擔心中美貿易戰持續升
溫。他回應指出，全球也很關注此事，並非只對香
港股市有影響，亦會影響預算案和經濟發展。

劉怡翔指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預算案也提
及有三大趨勢，將影響香港的預算案和經濟發
展，其中一個是單邊主義，「這方面特區政府特
別關注，香港是一個細小和開放型經濟體，所以
我們特別支持多邊貿易體制，即自由貿易和多邊
的體制。」
他續說，當像美國那麼大規模的貿易夥伴根據

自己的法例，單邊式增加稅率，會對市場造成很
大打擊，因此歐盟也宣佈會採取適當行動。「當
然，我們希望全球的經濟貿易體系會採取開放的
態度，以達至雙贏或多贏的局面，而非進行貿易
戰。」他認為，由於美國作為全球重大貿易夥
伴，一旦爆發貿易戰，將對全球經濟及股市造成
重大打擊，希望各方面能克制，以多邊體系來解
決糾紛。

鋁產品鋁產品
■■加徵加徵1010%%關稅關稅

鋼鐵鋼鐵
■■加徵加徵2525%%關稅關稅

■■特朗普特朗普((左左22))稱關稅將維持稱關稅將維持「「很長一段時間很長一段時間」。」。 彭博社彭博社

美國總統特朗普高調宣佈擬對進口鋼鐵、鋁材
全面課徵重稅，引來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一
致反對。特朗普的這一做法不符合世界貿易組織
規則和國際法，令貿易戰風險大增，最終結果是
全球齊輸；但他上任後一再強調「美國優先」，大
有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之勢。特朗普以為此舉可以
利己，實際上卻損人損己，不少專家學者指出，
貿易保護不僅無法實現美國產業「復興」，反而損
害美國消費者利益，重創美國經濟。特朗普在處
理中美關係和國際關係上一再出爾反爾，最終是
損害美國的大國誠信。

特朗普昨日表示，將對進口鋼鐵和鋁分別徵收
25%和10%的關稅，預定下周簽署正式命令。他
急功近利，缺乏處理國際關係的經驗，而且不按
常理出牌。美國的鋼材和鋁材高度依賴進口，其
中主要進口國加拿大、德國、韓國、日本等還是
美國的盟友，但特朗普依然我行我素。結果，消
息一出，歐盟和加拿大均已表示美國的做法不公
平且於事無補，各方將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同
時，引發市場對爆發環球貿易戰的擔憂，美股應
聲重挫，並拖累環球股市急跌。而且，美國國內
亦紛紛對特朗普的做法提出質疑，其中包括白宮
內部、共和黨內以及商界等。因此，對進口鋼
鐵、鋁材全面徵重稅最終能否落實，或者會有變
數。

特朗普上任以來，把「美國優先」掛在嘴邊，
藉以籠絡選民。中國經濟保持穩健增長，中國出
口的產品日益受到世界各國歡迎，特朗普視中國

的發展損害了美國利益，搶走了美國的就業職
位，對中國採取越來越密集的單邊貿易保護措
施，包括祭出特別301條款，反對承認中國市場
經濟地位，除了這次的鋼鐵、鋁材，最近還宣佈
對光伏產品和大型洗衣機的限制措施等。

中美貿易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衡，但其形成因
素複雜，如美國始終對中國需求龐大的高科技產
品實施限制出口，而中國出口產品中包含許多外
國零部件，現行的原產地貿易統計方式並不科
學，再加上美國的對華服務貿易順差並沒有被充
分反映，因此，特朗普指責「中國在貿易上要美國
的命」，與事實不符。如果美國的對華政策沒有實
質轉變，貿易不平衡問題難以出現根本性轉變。

世界經濟一體化，無論是中美還是美國和其他
經濟體之間，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
局，打貿易戰只會雙輸、多輸。去年特朗普訪華
時，與中國簽下2535億美元的經貿協議，並稱不
會在貿易問題上「責怪中國」，但他不足半年就
翻臉，嚴重損害兩國互信和美國自身的國家誠
信。

要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特朗普應該採取
理性務實的態度，與中方積極溝通協商而不是訴
諸威脅，不能搞單方面制裁，更不能拿台灣問題
作賭注，從政治上、經濟上向中國施壓，須知道
中國是不會向壓力屈服的。希望特朗普看清世界
政治發展的大趨勢，與中國和各國攜手合作，引
導全球化經濟包容普惠發展，這才符合美國的最
大利益。

特朗普挑起貿易戰損人損己
財政預算案因為沒有「人人派錢」而受到批

評，昨日多個政黨要求政府提出補償方案，向未
受惠於預算案的人群派錢。無充分理據的全民派
錢是不負責任、懶政短視的理財方式，政府不為
博取一時掌聲而全民派錢，值得支持。當然不交
稅、不住公屋又不領綜緩人士作為預算案「派
糖」的「盲區」，政府確實不應該忽略他們的壓
力和訴求，應該拾遺補漏，積極考慮給予適當的
照顧；同時，政黨建議政府紓解民困應有的放
矢、客觀合理，不能為了討好公眾而慷庫房之
慨。

2011年預算案派錢，本來就不是計劃之內的
既定措施，而是預算案公佈後，在政黨的壓力下
作出的倉促決定。但即使人人有份劃一派錢，亦
未換來民意讚賞，只是起到息事寧人的效果。當
年派錢耗資近400億元，分到每位市民手中不過
6000元，當年頂多買到一部新款手機，對紓貧解
困並無太大作用。連服務基層的民間組織也不贊
成政府再全民派錢，反建議把派錢的資金成立扶
貧基金。政黨、主流民意亦認為全民派錢是懶政
短視行為，政府應花心思善用盈餘，為香港、為
市民投資未來。因此，全民派錢僅此一次，成為
絕響。

今年雖然盈餘豐厚，但預算案沒有「一刀切」
全民派錢，不搞貌似公平的平均主義，而選擇派
出4成盈餘與特定目標群體分享經濟成果，同時
大手筆投資創新科技，提升醫療、教育和其他社
福支出，正正體現政府投資未來、改善服務的理

財新思維，為市民未雨綢繆，對香港未來負責。
這是社會有識之士、大多數政黨和主流民意一向
主張、支持的。

當然，預算案的惠民措施難以做到面面俱到，
不交稅、不住公屋又不領綜緩人士被預算案遺忘
的問題再成為焦點。他們自食其力，無佔有公
屋、綜援等任何政府資源，收入較低卻承受高租
金、高支出，享受不到預算案的派糖措施，難免
有所怨言。不交稅、不住公屋又不領綜緩人士的
數量有十數萬，亦是最需要接受幫助群體的一部
分，他們的境況值得體恤。香港作為富裕社會，
政府有財力有能力，絕不能忽視對他們的協助，
應考慮給予他們及其他未受惠預算案的「夾心」
階層市民適當現金津貼，貫徹此次預算案關愛共
融、扶弱助幼的宗旨，疏導社會怨氣。

全民派錢從來都不是香港公共理財的慣例，社
會不主張不分貧富地派錢；香港作為細小開放型
的經濟體，容易受到外圍衝擊，亦需要保持雄厚
的財政儲備，以應對經濟逆轉的挑戰。此次有政
黨一改常態，就連之前不支持派錢的，也隨波逐
流，強烈要求政府派錢，更形容此次預算案稍為
向以往較少受惠的中產傾斜，是「厚中產、薄基
層」。

目前臨近「3．11補選」，政黨或許為了選票
的考慮，要求政府大開庫房，從而為自己加分；
但派錢是否符合香港應有的公共理財理念，是否
符合香港經濟發展的需要，是否真的有利香港社
會和諧，政府、公眾都要冷靜思考、明智抉擇。

預算案需拾遺補漏 但不能慷庫房之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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