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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德：關稅豁免殊非易 宜謀長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曉菁） 中美
貿易爭拗至今未能達成協議，位列徵稅清
單的本港、內地出口商卻面臨更多壓力和
窘境。美國盛德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Andrew Shoyer 昨於貿發局研討會上指出，
短期內因關稅而產生的新增成本會由美國
進口商和消費者承擔，但若關稅長遠存
在，依舊會轉嫁至中國內地出口商。他建
議，商家不能僅僅依賴於規避關稅，也應
■Andrew Shoyer 稱商家應從多方面考慮節省關稅 考慮減少內地生產部分、審視貨物的分類
開支。
周曉菁 攝 和估值，合理節省關稅開支。

美進口商難長期承受加價
Andrew 指出，部分出口商對 25%的關
稅依舊不太在意，甚至「懶於」作出應對
貿易戰的長遠打算。現因美國經濟數據較
好，消費者和美國進口商承受能力較強，
但今後是否能承擔加價產品卻是未知，他
提醒出口商應早作打算。
許多中小企依賴關稅豁免，但就目前數
據來看，申請豁免並非易事。貿發局環球
市場助力首席經濟師陳永健透露，現約有

11,000 宗申請關稅豁免，當中有 2,000 宗
成功個案，成功率僅為 18%至 20%。就目
前清單而言，大約有 130 項關稅細節項目
獲得豁免。但商家獲得的豁免僅於公佈獲
批後 1 年內有效，華府會否推出豁免延長
機制至今還是未知數。

「首次銷售原則」
助省開支
Andrew 建議，出口商可嘗試把貨物重
新歸類到不受徵稅措施影響的類別中，若
能提供有力證明，也可要求美國海關及邊

境保護局作出裁斷，把貨物轉到一個不同
的、不受徵稅影響的分項下。他還強調，
出口商要十分重視「首次銷售(first sale)」
原則，即盡量在交易中以較先一次銷售的
發票價格為估值基礎，此舉能讓商家節省
較為可觀的關稅開支。
展望今年香港出口表現，貿發局暫維持
全年 5%增長預算。陳永健解釋，美國市
場佔香港總出口約 8%至 9%，貿易戰以來
港商力求分散風險，加強開拓其他市場。
例如首季度出口至東盟市場的份額已超越
美國，港商可通過拓展以東盟為主的新興
巿場，抵消關稅帶來的負面影響。

大灣區金融科技高峰論壇發佈「港股百強」

業界：灣區金融科技生命力強大
高峰論壇嘉賓發言撮要
香港中國金融協會永遠名譽主席胡章宏：今年以來全球金融科技產業的併購已有 13
宗，相信未來大灣區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將推動金融業和實體經濟發展。

國家工信部工業文化發展中心副主任孫星：金融創新將是大灣區發展的基礎設施，
能打通香港與內地的資金流、技術流、人才流，期待三地金融業深入合作，對接內地與
香港金融市場，推進大灣區金融創新和經濟發展。
中信銀行（國際）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師兼研究部總經理廖群：隨5G 的誕生以及
區塊鏈，銀行依託金融科技加速發展，將給行業帶來新的浪潮。

中國電信智能網絡與終端研究院企業運營支撐中心技術總監陸鋼：明年 5G 手機將
全面銷售，後年迎來銷售高峰，這將帶來龐大的投資機遇。

交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兼研究部主管洪灝：中美的博弈，導致股市利率
匯率等是談判籌碼也是結果，貿易戰致人民幣面臨貶值壓力，美國農產品和三大股指面
臨調整壓力。
▲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科技發展高峰論壇暨第七屆港股100強頒獎典禮吸引近500嘉賓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粵港澳大灣區金




融科技發展高峰論壇暨第七屆港股 100 強頒獎典禮」昨日在
深圳舉行，吸引來自香港和深圳的近 500 嘉賓出席。當晚港
股 100 強研究中心發佈榜單顯示，中國石油、長實集團、中

銀香港等 100 家企業獲得綜合實力百強稱號。多位財金界重量級人士指
出，金融科技日益推動金融業發展，在大灣區有非常強大的生命力，銀行
用金融科技開展業務未來將呈加速發展態勢。
孫星指出，從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世
界工業的中心從歐洲、北美逐步向東亞轉
移，中國已經從傳統的世界工廠邁向世界創
新平台。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推進，金
融創新也將不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而是大
灣區發展的基礎設施，它能夠打通香港與內
地的資金流、技術流、人才流。
他期待三地金融業深入合作，對接內地
與香港金融市場，推進大灣區金融創新和經
濟發展。

廖群：5G區塊鏈助銀行控制風險

■孫星表示，金融創新能打通香港與內地的
資金流、技術流、人才流，期待三地金融業
深入合作。
李昌鴻 攝

香港中國金融協會永遠名譽主席胡章宏
表示，金融科技日益推動金融業發
展，今年以來全球金融科技產業的併購已有
13宗，有的併購金額超過 100 億元人民幣的
規模，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隨着科技與
金融業的融合，金融監管和風險控制也有待
加強。

胡章宏：金融科技促實體經濟發展
他稱，現在香港市場每年迎來 200 家新公
司上市，7 年來共有約 1,400 家企業在港交
所上市。大灣區高新科技產業發達，金融業
也快速發展，對於金融科技，各地政府也持
開放開明態度，相信未來大灣區金融科技的
快速發展將推動金融業和實體經濟發展。

孫星：冀三地深入合作促金融創新
國家工信部工業文化發展中心副主任孫
星表示，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蓄
勢待發，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
層出不窮，雲計劃、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
一代技術迅猛發展。

中信銀行（國際）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師
兼研究部總經理廖群表示，銀行用金融科技
開展業務，這已經是一個方向而且有很大進
展，未來將呈加速發展態勢。目前銀行也在
挖掘大數據，相信 5G 到來以後，大數據的
能量會更大。
他指，隨着 5G 的誕生以及區塊鏈，傳統
銀行依託金融科技會加速發展，這將給行業
帶來新的浪潮。傳統銀行也要扶持高科技、
金融科技、互聯網科技，當然它會有風險考
量，銀行利用大數據分析控制風險，今後高
科技企業也會在初始階段就能得到銀行的支
持。
富途證券首席執行官鄔必偉表示，互聯
網券商或者虛擬銀行是對金融的全場景進行
改造，也就是說，以券商業務來講，從它的
開戶到交易，到資訊，到社交整個鏈條進行
全場景改造，虛擬銀行也一定是這樣，就是
在銀行的每一個層面進行改造，而不是做線
下業務的線上化。

鄔必偉：人才匯聚利金融全場景變化
他稱，金融科技在大灣區有非常強大的
生命力。因為香港具備了世界上少有的很好
的金融制度和很好的人才，在整個大灣區特
別是深圳，有以騰訊為首的優秀的世界級的
科技公司，所以對於科技人才形成了高度的
集聚。這樣的話，粵港澳大灣區聯動，就使
得金融科技真正做出全場景的變化。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李昌鴻 攝

銷售高峰近 5G 手機投資機遇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 在「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科技發展高
峰論壇暨第七屆港股 100 強頒獎典禮」
的5G論壇上，中國電信智能網絡與終端
研究院企業運營支撐中心技術總監陸鋼
表示，明年5G手機將全面銷售，後年迎
來銷售高峰，這將帶來龐大的投資機
遇。

◀陸鋼（左
二）稱明年
5G 手機將全
面銷售，後年
迎來銷售高
峰，這將帶來
龐大的投資機
遇
。
李昌鴻 攝

中電信：17 城已建 5G 實驗網
陸鋼表示，中國電信作為內地三大運
營商之一，目前已在 17 個熱點城市都做
了5G實驗網，同時在四大重點行業進行
項目佈局，在網絡建設的情況下推動行
業對5G的關注。以後，中國電信也會以
SA 主網為目標，來推動整個網絡建設下
的5G發展，這個也是國家對三大運營商
提出的要求。
「站在運營商的角度來看，4G 改變
了 中 國 ， 5G 改 變 了 社 會 。 」 陸 鋼 指
出，5G 的市場非常大，和許多行業都
有積極碰撞。其實 5G 目前遇到了比較
大的瓶頸在於終端，他初步判斷到明
年中旬手機終端能夠大規模的生產，
爆發期在應該 2021 年或是 2022 年，建
議這一兩年，投資者可以關注這個領
域。

騰訊：助拓 VR 產業商業應用
騰訊雲副總裁王龍表示，5G 的出現對
人工智能的發展來說將會起到很好的促
進作用，因為 5G 連接了更好的終端設
備，更多的數據庫，通過這樣的方式，
為人工智能帶來更多樣化的學習方式。
他看好5G在三大領域的機會，分別是在
AR、VR領域的應用，以及5G的帶寬、
高密度和數據處理能力，有助拓展虛擬
現實產業在更多商業場景中的應用。
王龍認為，隨着智能製造產業的發
展，5G 的引入將對智能工廠產生革命性
變化，推動智能生產線上多個機械臂的

協同工作；5G 將促進無人汽車產業的發
展，如果沒有5G技術，無人汽車在路上
跑的時候很難形成車流，因為它無法更
智能地躲避道路風險。

中聯通：逾85%5G手機灣區製造
中國聯通研究院終端中心主任嚴斌峰
亦透露，三大運營商都在積極推廣5G應
用，目前聯通測試的 7 款 5G 智能手機
中，有 6 款都是來自大灣區製造生產，
包括華為、中興、OPPO、ViVO 等品
牌。他表示，5G 應用在大灣區市場會有
很好的機遇。

洪灝：人民幣承壓接近峰值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 交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兼研究部主管洪灝昨日表示，中美貿易
戰對於資產市場帶來壓力，導致影響市
場價格。從近 30 年的美元指數走向來
看，今年一季度末第三次回到了 30 年前
的高度。現在美國打貿易戰，增加關
稅，壓抑國外出口，勢必造成在美國以
外美元流動性的趨緊，當美元價格上
升，所有以美元計價、包括黃金、新興
市場貨幣表現相對較弱。

離岸市場波動遠超在岸市場
洪灝認為，在貿易戰壓力下，境外人

民幣匯率的波動與下行的壓力遠遠超過
了境內人民幣下行的壓力。同時，以前
每次經濟放緩時候，央行都會擴表，但
是現在看到人民銀行的資產負債在收
縮，因此人民幣匯率承壓的水平也達到
了近年來的峰值。
他指，2015 年的時候內地外匯儲備是
4 萬億美元，現在是 3 萬億美元，2017
年、2018 年跌破 3 萬億美元。在貿易戰
的壓力下，人民幣承受的壓力很可能已
經達到了接近峰值，「7」仍然是一個非
常重要的信號。

貿戰
「無益於己」美或伸
「橄欖枝」

他稱，為應對貿易戰，中國已將美國
一些商品關稅從 10%調高到 25%的時
候，美國大豆期貨面臨大的調整壓力，
內地會繼續將從美國中西部購買的玉
米、大豆改成巴西生產。貿易戰也拖累
美股、A 股和港股及全球股市，今年道
指再次出現了「三重頂」，2015 年、
2016 年也出現類似情況，直接導致了很
多股市下行20%。
他認為，未來如果貿易戰持續的話，
美股、港股和 A 股勢必持續調整，一旦
幅度過大，特朗普從明年的大選選票的
考慮，有可能與中國有一些和解的動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