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美貿易戰的新聞中，經常見到美
國官員揚言啟動「301條款」的消息。其
實什麼是301條款呢？貿發局發表報告解
釋，「301 條款」一詞通常用於涵蓋
《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至309條。
該工具可以說是美國貿易補救措施中最有
力的「武器」。
301條款要求美國貿易代表處積極為美

國出口打開外國市場。啟動301條款行動
有兩個途徑：（i）根據第301條（a），
任何有重大經濟相關利益的企業、行業協
會、工會、工人群體或個人，若受到外國
政府的行為、政策或做法影響，可以請求
美國貿易代表處調查該政府的措施；以及
（ii）根據第301條（b），美國貿易代表
處或總統可在徵詢適當的諮詢委員會後自
行啟動調查。

涉及範疇廣 影響產品多
2017年8月18日，美國貿易代表處根

據《1974年貿易法》第302（b）（1）
（A）條，針對中國在技術轉移、知識產
權及創新等領域的行為、政策和做法自行
啟動「301調查」。雖然調查主要涉及知
識產權轉移及相關問題，但若當局最終實
施補救措施，差不多肯定會涉及多個範
疇，對中國多類產品構成影響。
相關利益者已於2017年9月28日前

就調查提交意見，並於10月20日前提
交反駁或最終意見。這些意見聚焦在中
國一些被指對美國公司構成負面影響的
具體行為。若美國當局認為應實施補救
措施，並遵從慣常程序調查，則會就採
取什麼類型的補救措施尋求第二輪意
見。
如果美國貿易代表處就此個案作出最

終裁決，所提出的補救措施通常必須在裁
決後30天內實施。若受惠於有關行動的
美國產業大多數代表要求延遲實施，或者
美國貿易代表處確定就所針對的行為、政
策或做法正取得實質進展，或延遲實施對
爭取美國的權益或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是
必要的或可取的，有關措施可延遲最多
180天實施。

徵報復關稅 進口可設限
在301條款下所採取的補救措施，性質

相當廣泛，並不限於該行動所針對的特定
行業，卻通常包括其他相關行業，作為向
目標行業施壓的手段。例如，在美國與歐
盟的牛肉激素爭端中，歐盟限制含有某些
激素的牛肉進口，美國則針對此舉採取補
救措施，對朱古力、水、番茄、某些芝士
和類似產品徵收報復性關稅。事實上，補
救措施的目標往往是美國製造商所針對行
業中非直接相關的產品。
在301條款下可採取的特定報復行動類

型包括：（i）暫停或撤銷貿易協定優
惠；（ii）徵收關稅或實施其他進口限
制；（iii）對服務徵費或實施限制；以及
（iv）與有關國家達成協議，以撤銷不可
接受的做法或向美國提供補償利益。美國
貿易代表處有權對任何貨物或經濟領域採
取行動，不論該等貨物或經濟領域是否涉
及被針對的行為、政策或做法。該處必須
優先考慮徵收關稅而非其他進口限制；若
實施進口限制，則須考慮以漸進方式徵收
相當的關稅以代替進口限制。
鑑於最近美國對洗衣機和太陽能產品

實施保障措施，並對鋼鐵和鋁採取強烈行
動，該國就此個案採取補救措施的機會愈
來愈大。然而，中國政府誓言「必將採取
所有適當措施」來捍衛中方和中國公司在
目前301條款調查中的權益，任何最終採
取的補救措施幾乎肯定會引起北京的強烈
反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拆解301條款 美強力「武器」

香港文匯報訊 貿發局本月下旬舉辦四項
大型展覽會，包括家品展、家紡展、禮品及
贈品展，以及印刷及包裝展。四展合共吸引
35個國家及地區，超過7,400家展商參與；
大會將組織來自世界各地300個買家團參觀
四展，參與企業超過14,500家。大會今年
將繼續引領初創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當中包
括在展覽會及會議成立「初創專區」。

去年初創專區反應理想
貿發局副總裁周啟良昨表示，去年貿發
局在家品展及禮品展首設「初創專區」，讓
初創企業以較低價錢租用專區展位，物色買
家及合作夥伴，反應理想。今年再次在兩展
設立專區，吸引來自香港、中國內地及台灣
的初創企業，更首次迎來印尼及孟加拉的創
業者參加。大會將舉行多場「初創企業介紹
會」，讓參與的初創企業分享創業故事及闡
述經營理念，開拓更多商機。
香港品牌Maxcare是其中一家參加家品展
的初創企業，公司自家研發的「Bicit」迷你
電動健身單車結合手機流動應用程式及電子

遊戲，可與朋友進行網上比賽。參與家品展
及禮品展的台灣設計師品牌Arky Design同
樣發揮無限創意，公司利用網上眾籌方式開
發多款智能產品，當中的魚菜共生系統擺設
「香草與魚」結合智能科技，可透過手機流
動應用程式控制LED植物專用燈及監控水
溫，讓都市人同時體驗種植及賞魚的樂趣，
成為時尚家居裝飾。

家品展再設專區撐初企

■在家品
展初創專
區展出的
小型健身
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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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遊戲產能過剩轉攻海外
全球化助帶動增長 港價值窪地搶焦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由中國內地權威遊戲研究機構伽馬數據主辦，聯合中信証券及中信里昂証券

（CLSA）一起舉行的遊戲資本高端論壇暨資本對接會CNG Forum HK 2018昨於香港召開，參會者包括眾多遊戲公司

高層、全球投資機構代表以及媒體人士。伽馬數據在論壇上發佈了《中國遊戲企業全球競爭力分析報告（港股）》，

指內地遊戲的研發已出現產能過剩，但全球化有助帶動增長。

伽馬數據創辦人兼董事長張遙力昨於致辭
時指出，去年公司在上海發佈了A股市

場的競爭力報告，當時的報告認為在整個傳
媒分類內，遊戲表現得最出色。在香港這個
市場，遊戲、互聯網娛樂和影視等產業完全
有希望變得更出色，特別是港交所發佈了新
興及創新產業公司上市的文件，從多個方面
放寬IPO。從這個角度上，香港這個「價值窪
地」慢慢會成為一個大家愈來愈關注的焦
點。

用戶偏好引發市場急變
伽馬數據聯合創辦人兼首席分析師王旭引
述報告指出，去年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遊戲市
場，遊戲收入佔全球27%，其中移動遊戲收
入達179億美元，佔全球35%。他稱，內地遊
戲研發快速增長，開始出現產能過剩，需向
海外市場發展，「出海全球化」是必然的需
求，例如動視暴雪、微軟、蘋果和EA等公司

很多已經實踐全球化。「從現在內地的一個
競爭狀況來看，可能只有1%的產品能夠獲取
到大量的用戶。」

精品遊戲開發成本大增
中信証券傳媒組首席研究員唐思思亦表

示，電視劇、電影、遊戲和短片等用戶的偏
好變得太快，移動互聯網的時間很難再增
長，所有的應用程式（App）皆在搶用戶的時
間。整個傳媒娛樂產業應思考，如何去跟上
這些用戶的步伐。
據中信証券傳媒組高級研究員王冠然表

示，內地遊戲市場去年總額增長23%至2,036
億元人民幣，相信隨着內地消費水平逐漸上
升，未來手機遊戲每月每戶平均收入
（ARPU）仍有上升空間。他預計，未來精品
遊戲開發成本會由數百萬元人民幣大增至數
千萬元人民幣，不過遊戲開發商會增加創新
元素，令玩家轉為長期的平台用戶。

全球遊戲市場潛力仍大
IGG（0799）高級副總裁吳暉寒亦表示，目

前遊戲用戶付費比例以日韓最高，達八成；
美國約佔四成；內地僅佔二成。IGG主要是
經營海外市場，去年全球遊戲市場規模約
1,100億美元至1,200億美元，料今年會增至
1,700億美元，故相信仍有很大發展潛力。
此次參會的包括在港、A股和美股上市的遊
戲公司，包括網易、世紀華通、金山、IGG、
37互娛、多益，以及人民遊戲等，還有QFII
國際頂級投資機構、國家主權基金、內地知
名私募以及海內外大型公募基金等，其中不
乏千億美元規模基金。據悉，CNG Forum
HK 2018只是伽馬數據海外系列論壇的第一
站，此後，伽馬數據將在歐美和日韓等地舉
辦CNG Forum，讓全球投資者和產業鏈合作
夥伴深入了解中國影視和遊戲等文創產業或
互聯網娛樂產業，並創造更多合作機會。

■遊戲資本高端論壇暨資本對接會現場。左一為伽馬數據聯合創辦人兼首席分析師
王旭，右一為IGG高級副總裁吳暉寒。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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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周曉菁）香港華
人會計師公會（華

師）昨宣佈，5月中下旬舉行首屆華人會
計師大會，主題為「當你遇上『一帶一
路』」。華師會長陳志興於記者會表示，
華師藉此機會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
會計師和企業聯繫起來，鼓勵交流專業知
識，推廣國際標準會計準則在「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使用。

成立會計師聯盟平台
「一帶一路」倡議自 2013 年推出以

來，已成為中國的重要發展戰略，亦為全

球會計師帶來巨大機遇，香港在當中可扮
演超級聯繫人的角色。華師作為香港主要
會計專業團體之一，藉着主辦是次世界華
人會計師大會，致力搭建一個聯繫國際華
人會計師的平台，將他們團結在一起，鼓
勵交流專業知識，並把國際標準會計系統
和執業手法推廣到「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大會將於開幕禮上宣佈成立世界華人
會計師聯盟平台，讓各地的華人會計師攜
手合作，開拓未來。
陳志興表示，很多「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未使用國際標準會計準則，加上法律和
貨幣等方面的差異，會令到企業在經營業
務方面受到困擾。香港使用國際準則時間

長久，從業人員的專業質素和執業手法比
較成熟，有能力將國際標準會計準則慢慢
推廣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他強調，
這是本港會計師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
明顯優勢。雖然一些中資企業在沿線國家
進行基建建設，相信大部分企業也會順應
潮流，在當地以國際標準會計準則為主，
對這一方面的人才將有大量需求。

首務拓寬平台影響力
世界華人會計師大會籌委會聯合主席甘

耀成表示，目前已經有來自新加坡和馬來
西亞等東南亞地區的會計師表示有興趣參
與相關項目，首屆大會旨在拓寬平台在
「帶路」沿線國家的影響力，暫且不奢求
能將全部沿線國家均聯繫起來。
世界華人會計師大會將在5月18日至22

日舉行，約有500名華人會計師參加。前
兩日在本港舉行開幕禮及論壇，其後3天
組團前往北京與內地相關機構及會計師交
流，加深了解內地最新政策及法規。
為探討世界各地華人會計師對「一帶一

路」的看法，從而協助業界更全面掌握有
關的發展潛力及挑戰，為參與「一帶一
路」作好準備，華師聯同香港城市大學香
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現正進行一項「一帶
一路」的網上問卷調查，調查結果將於5
月初公佈。

華師「帶路」推廣國際會計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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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央行昨宣佈，日本
與香港將互通雙方金融系統，推動即時結
算涉及以雙方貨幣計價的資產交易。這可
望成為國際央行的創舉。根據這項計劃，
日本央行與香港金管局將協助完成日本公
債及港元的即時結算。
這將讓日本金融機構能夠透過央行系

統，以日本公債作為擔保品購買港元。這

套系統也為香港金融機構提供一個平台，
可投資短期過剩資金。

研日債港元即時結算
目前，在香港營運的日本銀行想要獲取

資金，大多數是先將日圓兌換成美元，然
後用美元去兌換港元。
一旦新系統啟用，這些日本銀行在獲取

港元時就不必支付日圓兌換為美元的成
本。
此舉是伴隨着日本銀行業者在亞洲擴大

業務而出現的。因國內市場不斷萎縮，這
些銀行業者在日本之外尋求貸款機會。
日本央行發表聲明稱，兩家央行將於4

月1日起財年開始着手這個新系統，計劃
2021年春季之前完成。

德林國際：今年資本開支預算3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中美貿
易戰似乎仍有談判機會。部分生產線設於
內地的德林國際（1126）為韓資玩具及模
型生產商，當中逾六成市場來自北美地
區。德林國際總裁兼首席財務官李泳模昨
出席傳媒午宴時表示，貿易戰對集團影響
不大，主要因為預期美國不會費力向低價
產品徵稅，以及旗下約70%產品均在越南
生產。未來發展方面，李泳模預期塑膠手

板模型業務將會成增長亮點之一，今年資
本開支預算約4,100萬美元（約3.198億港
元），主要用作提升塑膠手板模型分部產
能等；今年第二季在越南料有新廠房投
產。他透露，內地生產成本近年逐漸上
升，但目前無意關閉內地工廠；越南的生
產成本亦日漸提高，若日後越南生產成本
升至與內地看齊，或將廠房遷至其他地區
例如緬甸等。

德林國際去年純利按年升38%至4億
元，主要由塑膠手板模型分部銷量增長所
帶動。李泳模表示，以往喜歡毛絨玩具及
塑膠手板模型的客戶，已由小孩成長至成
人，購買力提高，不再需要「嚷父母」買
玩具，因而帶動銷量增長。隨着未來更多
受歡迎的動畫推出毛絨玩具及塑膠手板模
型，料將進一步帶動銷量增長，看好未來
發展前景。

李顯龍到訪滴滴北京總部
香港文匯報訊 在參加2018年博鰲亞洲

論壇前，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本周一（4月9
日）攜外交、國家發展和教育三大部長一
行到訪滴滴北京總部，並與滴滴創辦人兼
CEO程維和滴滴技術團隊探討交通與汽
車產業趨勢。

李顯龍在facebook發文稱，中國在科技
創新方面處於領先地位，對環境友善的
智能城市專案亦在快速普及，除電子支
付以外，中國的經驗還有很多值得學習
的地方，例如定制化的城市交通解決方
案。除電動單車之外，電動巴士在北京

和深圳等大城市亦很常見。他指，滴滴
還正在研究智能巴士，這樣的巴士行駛
路線根據需求點來不斷改善，不一定依
靠實體巴士站。在該國的「智能國家」
建設之旅中，這些均是該國可以借鑑的
務實交通解決方案。

日港擬互通系統拓跨境交易

■陳志興（中）
指，本港會計
師在「一帶一
路」戰略中的
優勢明顯。左
為甘耀成。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周曉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