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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總憂主打輸美港企倒閉
關稅加至25% 電子業生意恐損70%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中美貿

易戰升溫，美國昨日中午將2,000億美

元中國輸美商品關稅上調至25%，商經

局局長邱騰華昨約見本港主要商會後指

出，本港商界對美方調高關稅一般感到遺憾，強調任何以關稅加重

貿易成本的做法只會是雙輸局面。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郭振華指出，

電子業遭受的影響最大，10%關稅已令其生意影響30%至50%，若

實施25%關稅，生意額會再有10至20%的下調，部分集中美國訂

單的廠商可能結業。

■邱騰華(左二)與商會會面後舉行記者會，強調政府有3項措施協助企業及出口商應對中美貿易摩擦。左一為香港總商會主席夏雅朗、左三為
郭振華、左四為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吳宏斌。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美國如
期提高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關稅，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昨與十多個商
會會面後召開記者會，他指香港商界普
遍感到遺憾，但反應比較冷靜，並沒有
太大驚恐，因為過去大半年很多企業已
做了相關準備，包括尋找新貨源、新產
地如東南亞等及與買家討價還價以分擔
關稅，亦見到越來越多港商利用政府的
支援措施。政府的3項支援業界措施，包
括延長出口信用保險服務、提高融資擔
保及協助企業拓展新市場等，相當受港
商歡迎。

融資擔保5個月批出39億
邱騰華指出，第一，信保局自去年底
已擴大出口信用保險的保額，提高折扣
及提供付貨前保險。局方會將特別支援
措施有效期由6月30日擴展一年至2020
年6月30日。第二，政府會幫助中小企
銀根方面，融資擔保計劃的最高貸款額
由1,200萬元增至1,500萬元，有關優化
措施去年12月推出至今已批出39億元
信貸，信貸保證總額達到31億元，共收
到1,300個申請。第三，發展品牌、升
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
（BUD專項基金)的內銷市場申請宗數
已倍增，資助額達到約1.8億港元，東

盟市場亦批出約7,000萬，今年的財政
預算案已向BUD專項基金「加碼」注資
10億元，企業未來亦可以就開拓其他自
貿協定市場申請更多資助。
邱騰華形容，是次增加25%關稅為

「非常重的負擔」，相信於內地的生產
企業都不能完全應付此負擔，美國的消
費者將需付出代價。當被問到增加關稅
對香港經濟的影響，他表示，美國市場
佔香港出口市場的7%，總量的9%，影
響不算太大，反而是影響到全球的貿易
經濟環境。

加關稅影響今年經濟表現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字，由內地經香

港出口到美國的商品貨值在2017年為
2,775億港元。另一方面，由美國經香港
出口到內地的商品貨值為732億港元。
中美之間經香港轉口的商品貨值合共
3,510億港元，佔香港2017年貿易總額
的4.3%和整體出口的9.1%。
他又指，今年本港首季GDP僅增長
0.5%，當時投資信心有所回升，相信
隨着美國關稅上調，正面的情緒已會逐
漸減退，至於全年的貿易和經濟表現，
則很取決於外圍因素及中美貿易談判，
香港需要作最壞打算， 同時做最好準
備。

邱騰華：3措施助港企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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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華昨指出，其他行業如玩具業，
雖然不在關稅名單，但亦已有20%

至30%的生意受影響，製衣、皮包、鐘
錶等亦有10%至20%的影響。他指出，
如果貨物已付運，進口商因關稅原因不
收貨，出口商如有購買出口保險則可獲
得賠償。幸好廠商過去多個月已熟習與
買家商討不同關稅稅率下如何達成協
議，加上以往獲取的出口信貸保證仍有
餘額，因此廠商在接獲再加關稅的消息
時大多保持冷靜。

美加關稅貨品清單恐擴大
郭振華相信，美國總統特朗普會考慮
對餘下的 3,250 億美元貨品也徵收關
稅，建議有能力的廠商，將生產搬離內
地避開關稅，保留產品科研基地，令產
品向創新和高增值方向發展，長遠才能
保持競爭力。
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吳宏斌則表示，
中美貿易戰並不是簡單及單一的事件，
很多廠商都已有心理準備，昨日上調關
稅的2,000億美元產品中，目前廠商會
受影響的會員並不多，但如果餘下的
3,250億美元貨品也徵收關稅，相信全體
會員都會受影響，希望中美的談判可以
有正面的發展，影響可以到此為止。

根據美國有關對2,000億美元的加徵
關稅清單，影響金額最大的產品依次
為：電子通訊設備（191億美元）、電
腦電路板（125億美元）、處理器（56
億美元）、金屬傢俬（非座椅）（41億
美元）等等。而若果餘下的3,250億美
元貨品也徵稅，影響金額最大的產品依
次為：手機（448億美元）、手提電腦
（387億美元），有輪玩具、拼圖、比
例模型（119億美元）、電子遊戲機
（54億美元）等等。

利潤幾個百分點難捱重稅
香港付貨人協會主席林宣武也指出，

由於新增關稅宣佈得很突然，不少廠商
都感到很混亂，不知額外的15%關稅應
由誰來交。他指出，很多廠商正不知如
何是好，「做起貨的，到底走不走貨；
未做起貨的，原材料到了，還繼不繼續
生產？」以往10%關稅出口商及進口商
可能一人一半解決，但加至25%，出口
商根本無可能可負擔額外的關稅，因現
時廠商的利潤大多只有幾個百分點。現
階段廠商只能再觀望多兩天，如果中美
的談判有正面發展，就會繼續出貨，但
如果是負面，出口商則要與進口商好好
議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美國
如期落實對中國升級關稅措施，銀行
公會主席禤惠儀昨表示，中美貿易磋
商繼續，市場前景仍充滿不明朗因
素，相信貿易議題明朗化前，市場氣
氛仍會較敏感，特別是香港作為外向
型經濟體，外圍不確定因素難免為本
港帶來挑戰，她提醒銀行業界需提高
風險管理意識，亦提醒企業及個人客
戶在進行任何投資或置業決定前，需
多加衡量自身的風險承擔能力。
禤惠儀強調，在中美貿易繼續磋商
同時，任何消息都可能影響環球經
濟，及令本港及內地市場出現波動。

本季貸款增長料放緩
問到銀行業會否在貸款審批上更為

審慎，她指本港銀行對貸款審批一直
有相當審慎標準，無論有無貿易戰都
不會有改變，料第二季貸款增長將會
受市場觀望態度影響，但維持年初預
測今年貸款將維持低單位數增長。
政府統計處早前公佈，本港首季經
濟按年增長為0.5%，為近10年以來表
現最差的一季。禤惠儀認為，本港首
季經濟表現主要受環球經濟不明朗影

響，而中美貿易談判出現變數，或會令經濟活
動持續疲弱，如果市場前景持續不明朗，料本
港經濟將受影響，但仍要視乎貿易談判進程。
不過禤惠儀強調，由於內地政府在貿易摩擦

出現早期，已經為可能出現的情況做好準備，
亦預留空間出手支持流動性，包括調整存款準
備金率、推出中期借貸便利及減稅等不同措
施，並在必要時加大基建投資。

各界評美加碼對華產品徵關稅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過去大半年很多企業已做了準備，包括尋找新貨源、新產地及與買家
討價還價以分擔關稅。政府支援業界的3項措施，相當受歡迎。

■銀行公會主席禤惠儀：
在中美貿易繼續磋商之時，任何消息都可能影響環球經濟，令市場出
現波動，銀行業界需提高風險管理意識，企業及個人客戶在進行任何
投資或置業決定前，需多加衡量自身的風險承擔能力。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郭振華：
電子業受加徵關稅影響最大，10%關稅已令其生意影響30%至50%，
實施25%關稅，生意額會再有10%至20%的下調，部分集中美國訂單
的廠商可能結業。

■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吳宏斌：
餘下的3,250億美元貨品也徵收關稅，所有業界都會受到影響，希望中
美的談判可以有正面的發展，影響可以到此為止。

■香港付貨人協會主席林宣武：
新增關稅宣佈得很突然，不少廠商都感到很混亂。現時廠商的利潤大
多只有幾個百分點，根本無可能負擔額外的關稅。出口商要與進口商
好好議價。

■禤惠儀提醒，市民投資或置業前需多加衡量
自身承擔能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翠媚 攝

傳「國家隊」入市 港股A股齊 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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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美國昨
午把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的關稅，從
10%上調至25%，令港股大幅波動，投
資者繼續坐「過山車」。在全日高低波
幅逾600點下，恒指尾市倒升約 200
點，惟全周計，大市仍要跌逾 1,500
點，是去年2月中以來最大的一周跌
幅。「五窮月」已經過了約三分之一，
恒指蒸發近1,150點。海通證券料，美
國對華出口商品再加稅，或只拖累中國
經濟0.1至0.2個百分點。有分析師亦預
測，恒指初步於27,800點有一定支持，
但若貿易戰遲遲未能解決，不排除指數
可能回落至26,200點水平。
市場昨早憧憬貿易談判有轉機，大市

開市初段曾大升522點。但中美會談未

有突破，美國宣佈加徵中國貨關稅，令
恒指中午一度倒跌107點。不過，市傳
「國家隊」午後積極入市，使A股及港
股都出現「V彈」，港股得以收升239
點報28,550點，成交增至1,252億元。
滬指也呈現「V形」走勢，且波幅更
大，最後倒升達3.1%。

恐變持久戰 後市反覆
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表示，滬指

重上2,900點，完全抵消了過去兩日的
跌幅，加上內地兩市上升股分逾3,500
隻，故市場普遍都認為，「國家隊」入
場推動，特別是保險及券商股表現最突
出。
但他強調，這非長遠的辦法，隨着中

美貿易戰變化愈來愈大，達成協議前景
將愈不明朗，股市波幅將進一步加劇。
面對政治市，他建議大家「小心為
上」，認為恒指初步於27,800點有一定
支持，但他估計，若貿易戰發展愈來愈
差時，不排除指數可能回落至26,200點
水平。

憧憬內地推寬鬆政策
海通證券的報告則指，此前曾估算已
經實施的美國關稅，影響中國的GDP
增速只有近0.3個百分點，故此今次再
加關稅，對中國GDP的拖累，或僅會
再增0.1至0.2個百分點。海通證券宏觀
分析師姜超和李金柳表示，與去年相
比，目前內地的經濟政策更積極，貨幣

相對寬鬆，減稅、降費等措施也相應推
出。
報告還認為，貿易爭端是長期問題，
故此根本還應着眼於自身的基本因素，
在外需減弱下，中國未來更要依靠增加
消費、鼓勵創新、擴大開放和推進改革
來啟動內需。該行認為，為了長遠推動
內地的消費市場，相信中央將推更多措
施來刺激經濟。
另外，恒指公司宣佈，藍籌成份股不
變，國指則「五出五入」納入潤啤
(0291)、龍湖(0960)、碧桂園(2007)、安
踏 (2020)及新奧 (2688)，並剔除國航
(0753)、華能(0902)、廣發(1776)、中廣
核(1816)及長汽(2333)。
（另有相關新聞刊B2版）■港股昨波幅逾600點，收升239點。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