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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季放緩至2.9% 港府金委會研應對極端市況

貿戰影響殺到
GDP增速兩年最差

金管局：

就香港銀行體
系承受衝擊的
能力進行了壓
力測試。結果
顯示即使面對
極端市況，銀
行都能夠繼續
符合相關的資
本及流動性監
管要求。

證監會：

密切監察資本市
場，包括經紀行
的財務狀況、營
運及交收情況，
以及應對不同市
況的能力，並確
保港交所的交易
和風險管理系統
足以處理極端市
況帶來的衝擊。

保監局：

密切監察保
險市場，就
市場波動和
信用利差擴
大對獲授權
保險公司進
行壓力測試，
以確保它
們財務
穩健。

金融領導委員會開會研應對極端市況 2018年香港全年最新經濟預測
8月10日預測 最新預測

實質經濟增長率 3-4% 3.2%

基本通脹率 2.5% 2.7%

整體通脹率 2.2% 2.4%

政府昨公佈今年第三季經濟數據，
經濟增速按年放緩至2.9%，較

第二季的3.5%大幅低0.6個百分點，
亦低於市場預期的3.3%，增速創8個
季度以來最低。政府預計，貿易摩擦
對香港外貿的影響已經開始浮現，並
且在短期內料會更趨明顯，加上外圍
經濟環境的下行風險，將今年全年的
經濟增長預測定為3.2%，為8月時公
佈的3%至4%的增長預測範圍的下
限。另外，由於本地成本已隨經濟持
續擴張而上升，加上早前新訂住宅租
金上升的影響繼續浮現，全年基本通
脹預測由2.5%上調至2.7%。

股市下跌打擊私人消費
政府經濟顧問歐錫熊昨於記者會指出，第三季

經濟增速減慢主要受到私人消費開支及服務輸出增
幅下跌所致。他說，受股市調整令財富效應減弱，
私人消費開支由第二季的6%增幅放緩至第三季的
5.2%；服務輸出由第二季的5.9%增幅放緩至第三
季的3.1%，當中旅遊服務輸出增長按季下跌6.2個
百分點至4.9%，或受到9月超強颱風的影響；金
融服務輸出增長按季下跌3.2個百分點至3.6%，是
受到外圍不確定性增加，以及跨境金融活動勢頭轉
弱所致。

第二輪關稅影響料更大
他續指，第三季GDP僅反映出美國第一輪加徵關
稅對轉口的影響，第二輪「加碼」關稅清單的影響將
在未來數月進一步浮現，但他更關注貿易摩擦對金融
市場、樓市及消費等間接影響。由於消費情緒受外圍
的不確定性及資產市場轉弱的影響或會增加，多個調
查亦顯示本港營商氣氛在近月已變得更為審慎。
展望前景，歐錫熊認為，本港經濟前景面對的下

行風險正在增加，環球經濟的增長動力近期有所減
弱，這從歐盟及不少亞洲經濟體的增長速度在第三
季減慢可以看到。美國與內地的貿易摩擦已拖累環
球經濟氣氛，波及環球貿易及投資活動。美國息率
上升及美元強勢，環球金融及資產市場往後或會更

為波動。英國脫歐談判的進展、意大利的財政狀
況，以及地緣政治局勢緊張，亦須密切留意。

金融體系測試極端市況
為應對中美貿易戰對本港帶來的挑戰，港府高層

的領導小組—金融領導委員會昨舉行會議，評估
本港在中美貿易摩擦下各潛在極端市況的應對能
力。會上，委員備悉監管部門就應對日益波動且充
滿不確定性市況的準備情況。如金管局已就本港銀
行體系承受衝擊的能力進行了壓力測試，結果顯示
即使面對極端市況，銀行都能夠繼續符合相關的資
本及流動性監管要求。證監會亦密切監察資本市
場，包括經紀行的財務狀況、營運及交收情況，以
及應對不同市況的能力，並確保港交所的交易和風
險管理系統足以處理極端市況帶來的衝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中美貿易戰對香港經濟影響顯現，第三季經濟增速放緩

至2.9%，較第二季的3.5%放緩0.6個百分點，為8個季度來最差，也差過市場預期的

3.3%。政府高層領導小組—金融領導委員會昨與金管局、證監會及保監局開會，評估

本港在中美貿易戰下各潛在極端市況的應對能力。政府又將今年全年經濟增長預測定為

3.2%，為8月時公佈的3%至4%增幅預測範圍的下限。政府經濟顧問指出，貿易摩擦

對香港外貿的影響短期內料更趨明顯，經濟前景面對的下行風險正在增加。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本港上季樓市稍為冷
卻，住宅物業成交量由第二季的18,900 宗下跌24%
至第三季的14,400 宗。整體住宅售價在8月和9月按
月有所回落，抵消了7月的升幅有餘，令整體住宅售
價在第三季內微跌1%。政府經濟顧問歐錫熊昨指
出，樓價自7月見頂後，近兩月仍調整中，相信隨着
外圍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加、中美貿易摩擦、貨幣緊縮
政策、本地利息上升等因素下，樓市可能仍會受壓，
建議有意置業的市民要自己評估承擔風險能力。

供樓負擔74%仍處高位
歐錫熊指出，雖然整體住宅售價在第三季下跌，

但今年首9個月樓價已累升10%，9月的售價仍然較
1997年的高峰高出125%。而市民的置業購買力指
數在第三季仍然處於約74%的高位，高於過去20年
平均的44%。政府預計，中期樓宇供應量將處於高

水平，未來三至四年供應將維持於9.3萬伙，繼續對
樓市構成壓力。至於租金方面，住宅租金在6月至9
月期間進一步上升2%。同期，商舖和寫字樓售價分
別上升2%及6%，租金也分別上升2%及1%。

美徵稅清單加碼美徵稅清單加碼 出口影響加劇出口影響加劇

不明朗增 樓市續受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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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預計貿易摩擦對
香港的外貿影響已
開始浮現。

資料圖片

■政府公佈2018年第三季經濟數據，GDP增速按
年放緩至2.9%。左起：李耀光、歐錫熊、馬惠思。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外貿是本港經濟的
兩大引擎之一（另一引擎為消費），上季本港整體
貨物出口按年增長5.0%，增幅和第二季的4.6%相
若。不過，數字顯示出口增長在9月明顯減慢，反
映美國與內地貿易摩擦的影響已開始浮現。政府經
濟顧問歐錫熊昨指出，因第一輪500億美元貨品關
稅清單於8月才實施，佔香港轉口約1.4%，影響有
限，但隨着另外2,000億美元貨品關稅清單於9月
實施後，以及明年關稅由10%調升至25%，相信
對第4季及明年初的出口會有較明顯的影響。
歐錫熊續指，2,500億美元關稅清單所包括的中

國貨品約佔本港轉口出口的3.5%，雖然佔的貨量
不大，但相信徵稅對環球經濟情緒所帶來的間接影
響會較實際貨量的影響更大。他補充，由於商家擔
心明年美國或進一步徵稅，今年第四季可能會出現
「趕出貨」現象，預計明年初在關稅提升至25%
後，相信會對香港的出口造成頗為明顯的影響。

日台經濟轉差 對港需求減
至於第三季整體貨物出口方面，隨着美國經濟強

勁擴張，進口需求增加，輸往美國的出口明顯增長
7.9%，但較第二季放緩0.3個百分點。雖然部分原
產地為內地輸往美國的轉口貿易受7月及8月加徵
關稅影響，在8月及9月增長顯著放緩，但這些貨
物在第三季只佔香港輸往美國的整體貨物出口貨值
約15%。歐盟方面，由於區內經濟持續擴張，輸往
當地的出口亦上升7.9%。雖然輸往內地的出口繼
續顯著增長，達7.1%，但較第二季的7.7%放緩0.6
個百分點，單計9月份，更只有2.8%升幅。另外，
輸往日本及台灣的出口則分別錄得7.8%及18%的

跌幅。歐錫熊解釋，部分市場出口下跌是由於當地
的經濟轉差影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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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主要出口地區的整體貨物出口變幅
2018年（%）

Q1 Q2 Q3 9月

內 地 9.4 7.7 7.1 2.8

美 國 5.1 8.2 7.9 3.3

歐 盟 9.1 7.2 7.9 -0.4

日 本 5.2 2.8 -7.8 -14.7

印 度 -7.6 -33.1 14.3 8.3

台 灣 8.4 -1.9 -18.0 -10.6

韓 國 -3.1 1.5 7.9 10.7

新加坡 10.5 19.3 5.6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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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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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年十月初十 十五小雪
港字第25082 今日出紙2疊8大張 港售8元

星
期
六大致多雲 有幾陣雨

氣溫22-25℃ 濕度8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