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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帑助中小企 每家上限 200 萬
麥樸思：全球金融危機殺到

因應貿戰 8 月接受申請 南擴東盟北拓神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貿易戰
打響第二槍，美國宣佈將向 2,000 億美元
的中國貨品加徵 10%關稅，中方暫未公佈
還擊措施。昨日亞太區股市近全線下跌，
美元成資金避難所，外匯及商品價格也向
下。港股裂口低開 668 點，低見 28,013
點，但午後跌幅收窄，恒指全日跌 370
點，收報 28,311 點，成交 963 億元。大淡
友麥樸思預料，中美貿易戰可能令新興市
場股市再跌10%。


%
 "

■美國突然對中國打響貿易
戰第二槍，
戰第二槍
，拖累昨日亞洲股
匯市場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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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中美貿易戰升級
至 2.0 版，美國昨宣佈擬對額外 2,000 億美元（約
1.56 萬億港元）、逾 6,031 種中國商品加徵 10%關
稅，清單更涵蓋到一般消費品，如傢具、手袋箱
包、滑雪板、衛生紙及貓狗糧等等。香港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昨指出，港企擔心受擴大關稅
清單影響，因應中美貿易戰的最新發展，政府決定
提前於 8 月實施預算案中提出的向中小企基金注資
25 億元，協助企業拓展內地及東盟市場，每家企

港府四招助港企應對中美貿戰
1. 決定提前實施預算案中提出的向中小企基金注資 25 億
元，協助企業拓展內地及東盟市場，每家企業累計最
多可申請各100萬元資助；
2. 信保局支援措施：A.為本港出口商免費提供的買家信用
評估服務，由現時3個增加至6個；B.免費提供額外付
貨前風險保障予受到美國實施關稅影響的「小營業額
保單」保戶，措施有效期至12月31日，相關保戶的額
外付貨前風險保障生效期訂於4月1日；
3. 工貿署設立服務熱線，就中美貿易戰為業界提供一站
式資訊；
4. 貿發局本月 18 日舉行講座，由信保局及美國關稅法例
專家講解出口報關策略及案例，提供有關中美貿易戰
相關法律資訊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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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華昨表示，美國公佈的新清單，雖然
邱還有約兩個月才決定是否實施，但所涉

及的面及量都較闊及大，預計中美貿易摩擦
所帶來的影響是會增加的。他說，前晚與本
港近 10 個主要商會代表見面，審視上周五美
國對華實施的 500 億美元關稅清單、以及一
旦額外增加清單帶來的影響，業界普遍認為
首批涉及 500 億美元關稅清單未至於對本港
企業造成很大經營困難，但對未來訂單量感
到擔憂。業界認為若擴大關稅清單至消費
品，將會對以香港作為轉口貿易及在內地設
廠的港商帶來較大影響。

港府允加快審批過程

業累計最多可申請 200 萬元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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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案提出，向中小企基金注資 25 億元，
將「專項基金」下的企業支援計劃的資助地
域範圍由內地擴大至東盟，就個別企業的累
計資助上限亦將大幅調高，由原來的 50 萬元
增至內地及東盟市場各 100 萬元。邱騰華指
出，因應中美貿易戰發展，政府決定將申請
日期撥款提前至 8 月，增快審批過程。
另外，商經局昨日補充說，該局期望中美
能繼續透過雙邊洽談及世貿機制處理貿易糾
紛。港府同時透過各項資助計劃，協助企業
提升競爭力，例如工貿署營運的中小企業信
貸保證計劃，可為企業提供信貸保證。香港
按揭證券公司亦提供高達八成的中小企融資
擔保。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更於 6 月 25 日宣
佈推出特別支援措施，包括為受到美國實施
關稅影響的「小營業額保單」保戶，特別免
費提供額外付貨前風險保障，加強保障香港
出口商。

波及商品佔出口 3%
貿發局環球市場助理首席經濟師陳永健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按上年數據推
算，新增的 6,000 多項商品將佔整體出口的
3%，連同上次公佈的 818 項商品計，將佔整
體出口約 5%，但這是假設全部商品都受影響
下的估計數字。他續指，值得慶幸的是今次清
單上仍不包括玩具、鞋類、部分製衣及智能電
話，這些都是香港廠商出口較多的產品，但
電子消費品類的廠商則可能會比較擔心。
他認為，新措施仍要經過兩個月的聽證
會，最快要 9 月才實施，因今年首 5 個月出口
增長逾 6%，在計及貿易戰可能產生的影響
後，暫時對今年增長 6%的目標維持不變。他
說，雖然有廠商會擔心下半年的訂單受影
響，但亦有廠商指出因美國 9 月會加稅，導
致一些企業已提早加碼訂單，迎接聖誕旺
季，故這亦成為刺激今年訂單的因素之一。
他續指，由於美國設有豁免關稅申請安
排，加上最終公佈的商品清單應會有刪減，
而中國反制的措施或會對美國經濟造成更大
影響，中國亦會與歐洲、東盟等進行更多貿
易合作，故目前仍難預測貿易戰的發展，並
笑言「貿易戰過唔過到年都未知」，惟長遠
而言，的確是為廠商帶來了不明朗因素。若
有些港商預計會為其業務帶來長時間影響，
建議可調整其產業鏈，如將工廠遷至東南亞
及其他不受「301 關稅」影響的地區。而貿
發局下周三（18 日）亦會舉行座談會，連同
海關及信保局等，為港商提出應對貿易戰的
建議。

專家料貿戰對中國影響不大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林沛其、黃懿
汶）投資界認為，中美貿易戰演變成全面性
的機會輕微，對中國 GDP 影響只有 0.2 至 0.4
個百分點，但更擔心通脹；而港股已超賣，
下半年支持位是27,800點。
星展香港零售銀行業務及財富管理高級投
資策略師李振豪昨出席記者會時表示，中美
貿易戰演變成全面性的機會微，對中國經濟
增長影響輕微，只有約 0.2 至 0.3 個百分點。
李振豪表示，港股短期內以波動市為主，不
會有明顯的急升，而後市發展要視乎中美貿
易戰的發展，以及中國和歐洲會否結盟等。
他又預料，恒指下半年支持位於 27,800
點，暫時跌穿此位置的機會不大。本港經濟
仍然強勁，失業率低，以及港股估值偏低，
相信長線資金始終會流入香港。他預料，本
港下半年會加息，最優惠利率加至 5.75 厘，
料會加息2至3次。

解讀人仔轉弱 有分歧
被問到近期人民幣趨弱，李振豪認為，主
要因為美元趨強，並不是因中國經濟因素或

中美關係影響。他預料，下半年亞洲貨幣以
及人民幣會貶值約3%至4%。
李振豪建議，投資者可向高息股或科技股入
手，並選擇2至4年期的債券。
另外，百達資產管理國際多元資產部門高級
投資經理黃思遠昨日在記者會表示，美國再向
中國 2,000 億美元產品加徵關稅對中國影響不
大，只會影響內地生產總值 0.2 至 0.4 個百分
點，但更擔心的是之後通脹可能失控的影響。
黃思遠認為，內地與香港股市已出現超
賣，會吸引不少歐美投資者投資兩地市場。
由於市場仍有不少不確定性，需待貿易戰明
朗化，人民幣穩定及市場資金更充裕，才會
考慮進入兩地股市，因此該公司現維持中性
定位，未有在兩地股市部署。他看好科技
類、商品及能源類，亞洲消費品類及國庫券
通脹保值證券（TIPs）和可轉換債券的市場
產品。
他又認為，最近人民幣弱勢可能是跟隨歐
元等貨幣的走勢，相信中國政府也不希望人
民幣有急升或急跌。

■星展零售銀行及財富管理投資總監侯偉福
（左）和高級投資策略師李振豪。 劉國權 攝

新興市場股市再跌10%

有「新興市場教父」之稱的基金業人士
麥樸思認為，全球的金融危機即將到來，
中美貿易戰可能只是「熱身」，而真正的
導火線可能是環球央行「收水」。
麥樸思早前離開富蘭克林鄧普頓基金
後，自立門戶成立 Mobius Capital Partners。他昨日接受外電採訪時說，對許多依
賴廉價資金來發展的公司來說，資金的緊
縮才真正痛苦。麥樸思預期，中美貿易戰
會繼續升級，因為美國失業率處於低水
平，加上薪金持續上揚，足以抵消關稅對
美國民眾的衝擊，令美國更放膽。他預
測，MSCI新興市場指數可能從目前水平再
跌 10%，那新興市場股市將墜入熊市。該
指數從1月下旬的高峰，已下挫了約16%。

騰訊失守250天線 小米企穩

美國突然再將貿易戰升級，中國未有即
時還擊，加上人民幣跌勢喘定，是大市昨
日跌幅收窄的原因。騰訊(0700)跌穿 380
元，再次失守 250 天線水平，主要因野村
唱淡，擔心手遊增長放慢，騰訊昨最多跌
3%。相反，小米(1810)連續兩日破頂，高
位見 19.8 元，挑戰 20 元大關，全日收報
19元，無起跌。
內銀及內房股拖低大市，建行(0939)、
中行(3988)跌約 2%。人民幣下跌，外債多
的內房股、紙業股、航空股同樣捱沽，玖
紙(2689)急挫 5.3%，國航(0753)跌 4.4%，
東航(0670)因定向配售集資逾百億元，且
加入吉祥航空作股東，股價相對企穩，只
跌0.2%。內房股萬科(2202)跌逾5%，富力
(2777)跌4%，碧桂園(2007)跌3.3%。
市況未明朗，浙江蒼南儀錶（1743）宣
佈終止在港的 IPO 計劃，該公司原擬以
37.1 元至 51.9 元的招股價，發售 1,730 萬
股股票，原定本周五（13日）掛牌。

中美貿戰升級
摧殘股匯金屬大宗商品
‧ 港匯偏軟報 7.8489，人民幣兌美元跌 0.4%至
6.664，坡元和台幣亦跌0.2%；
‧ 恒指跌1.3%、國指跌1.5%；滬指跌1.8%；日股
跌1.2%；韓股跌1%；
‧ 德國10年期公債收益率跌2個基點至0.30%；
‧ 現貨金跌 0.3%至每盎司 1,251.43 美元，銀價
跌 0.8%至每盎司 15.92 美元，滬銅跌 3.4%，
滬鋅急跌6%觸及跌停板；
‧ 大連 9 月鐵礦石期貨跌 1.3%，焦煤期貨跌逾
2%；滬膠跌75元至每噸10,315元人民幣。
註：數據截至香港時間昨日20:00止。

建制派促港府
作預防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美
國公佈對中國2,000億美元輸美產品
加徵高昂關稅，多名香港建制派立
法會議員昨日批評，特朗普政府所
為已完全失去理性，不單傷害中
國，更傷害了包括美國自己在內的
其他國家。他們認為，中國已就貿
易戰問題早作部署，相信一定有能
力應對，而特區政府亦應作出「預
防措施」，盡量減低貿易戰對香港
傷害。

盼加碼援助港企

■百達資產管理國際多元資產部門高級投資經
理黃思遠。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黃懿汶 攝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說，期望美國以理性
的態度去化解雙方的分歧。美國最
新公佈的加徵關稅項目建議清單，
影響範圍既深且廣，涉及各行各
業，為中小企未來營運帶來很多不

確定因素，一旦實施，香港製造商
及出口商將首當其衝，可能招致損
失，期望特區政府可在早前推出支
援業界的措施上加碼，回應業界訴
求。
民建聯立法會進出口界議員黃定
光指出，美國今次的2,000億元貿易
戰清單，涵蓋很多民生範圍，例如
紡織、鞋類等，不排除令商品價格
上漲，對在內地設廠的港商，將造
成直接的打擊。他形容這完全是
「雙輸狀態」。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陳振英認
為，香港作為世界第七大的商品
貿易市場，必然會受到中美貿易
戰影響，相信股票市場將會首當
其衝，期望特區政府能訂出應變
措施，協助港人度過今次的衝
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