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政府統計處昨公佈，繼今年3月份錄得1.2%的按年跌幅
後，今年4月份商品整體出口貨值為3,215億元，按年下跌

2.6%。同時，繼今年3月份錄得0.1%的按年跌幅後，今年4月
份商品進口貨值為3,566億元，按年下跌5.5%。今年4月份錄得
有形貿易逆差351億元，相等於商品進口貨值的9.8%。
按國家或地區分析，今年4月與去年同月比較，輸往亞洲的整

體出口貨值下跌2.3%。此地區內，輸往部分主要目的地的整體
出口貨值錄得跌幅，尤其是中國台灣（跌24.4%）、印度（跌
15.3%）、日本（跌12.5%）和越南（跌12.4%）。輸往中國內
地（內地）的整體出口貨值亦下跌1.3%。另一方面，輸往新加
坡和菲律賓的整體出口貨值則錄得升幅，分別上升32.1%和
28.3%。

韓國進口大挫32.5% 台灣跌10%
除亞洲的目的地外，輸往其他地區的部分主要目的地的整體

出口貨值錄得跌幅，尤其是美國（跌17.0%）和德國（跌
4.4%）。同時，輸往英國的整體出口貨值則上升2.3%。同期，
來自大部分主要供應地的進口貨值錄得跌幅，尤其是韓國（跌
32.5%）、印度（跌31.7%）、中國台灣（跌10.1%）、馬來西
亞（跌6.1%）和美國（跌6%）。來自內地的進口貨值亦下跌
1.6%。同時，來自泰國的進口貨值則上升6.6%。
政府發言人表示，受環球經濟表現較為疲弱、中美貿易摩擦
及各種外圍不利因素所影響，四月商品出口貨值按年下跌
2.6%。近月出口表現疲弱的情況亦見於很多亞洲經濟體。香港
的短期出口前景仍然頗為不明朗，很大程度上視乎中美貿易摩
擦往後的發展。政府會繼續保持警覺。
事實上，翻查政府統計處數字，發現中美貿易戰自去年11月

已開始影響香港輸至中國內地或美國的出口量。由去年11月開
始，香港輸至中國內地的出口量打破了以往長升的趨勢，錄得
跌5%後至今年4月，連跌6個月，今年3月更錄得10.1%的跌
幅。而香港輸至美國的出口亦由去年12月開始連跌5個月，今
年2月時更錄得20.5%的跌幅。

貿戰短期難紓緩 環球經濟受累
政府經濟顧問歐錫熊本月中在本港首季本地生產總值(GDP)覆
檢記者會上，認為本港出口的往
後表現很大程度上視乎中美雙方能
否達成貿易協議，假若中美貿易摩擦
未能在短期內紓緩，環球經濟將會受到
拖累，本港經濟難免會面對較大的下行壓
力。政府當日修訂首季GDP增長率，按年輕微
增長0.1個百分點，至0.6%，同時維持本港今年
GDP增長預測2%至 3%。

王氏港建籌備墨西哥設生產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莊程敏）貿易戰升溫的大環境下，港企各有

應對之策。王氏港建(0532)主席王忠桐昨於股東會後表示，公司約三分
之一訂單供應到美國市場，但當中80%是輸往墨西哥經加工後轉入美國，
其餘約20%為直接銷售到美國，而且新增關稅開支將會由客戶承擔，相信客
戶有機會將產品加價或尋找其他供應商，但暫未有定論。

專做美國單 年底前投產
王忠桐透露，由於未來其他中國貨品亦有機會被加關稅，公司已做了「兩手準備」，就

是於墨西哥開設新生產線，專做美國訂單，預計成本會少於300萬美元，讓其美國客戶可以避
免付額外關稅之餘，亦可吸納其他一些受關稅影響的美國訂單。該計劃初步已與客戶商討過，如
果在墨西哥開設新生產線後，需要對方提供更多的訂單去平衡開支。
王忠桐形容，該計劃「有99%勢在必行」，將於7月往當地視察再落實，最快可於今年聖誕前
投產；因不少外國的電子廠商早在當地設廠，當地工人都算「熟手」，不過工資會較高。待當地
業務成熟，將會正式覓地建廠。
對於有股東問到公司會否將生產線移至東南亞，王忠桐表示暫時不會考慮，
因當地的工人不及中國人勤奮，成本效益不高，而且很多零件亦要由外國引
進，公司的產品以品質為主，供應鏈很重要。他又透露，公司訂單一向表
現穩定，希望今年都會有增長。

內地廠家搬竇 台灣訂單增
談及行業前景時，王忠桐承認，關稅加至25%影響仍未體現，但他相

信一些廠商在貿易戰陰霾下會憂慮生意，從而減少投資購買新機器，這
亦會間接影響到公司的訂單。不過公司出口至台灣的機器訂單增加了，
原因是多了內地廠商將生產線移至台灣。

港樓價年底料跌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中美貿易戰對

香港經濟的影響廣泛，包括樓市、消費以至經濟增
長。星展香港經濟研究部經濟師謝家曦昨於記者會表

示，若中美貿易戰進一步升溫，將對香港樓市構成下行壓
力。該行預期今年全年樓價升約5%，由於年初至今香港樓

價升幅約10%，換言之，現時至年底樓價約有5%的下行空間。
謝家曦認為，香港經濟增長主要受外圍環境影響，例如中美貿

易戰與人民幣貶值都影響內地訪港旅客的消費意慾。此外，若中美貿
易戰令股市繼續轉差，或會造成負財富效應，拖累香港的私人消費表

現。但去除中美貿易戰的因素，他認為現時香港經濟表現不錯，因目前失業
率仍處於低水平。該行預期今年全年香港經濟增長將放緩至2.5%。

人民幣「破7」機會不大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方面，星展香港經濟研究部高級經濟師周洪禮表示，隨着中美貿易

戰持續升溫，人民幣有貶值壓力，不過他相信內地有一系列措施維持人民幣匯價穩定，故
短期內相信人民幣兌美元會維持在6.9附近水平。至於日後會否「破7」，他認為這需視乎中美

貿易關係會否進一步惡化，因「破7」無論在政治或經濟上都是相當敏感的議題。
不過周洪禮強調，即使日後人民幣「破7」，都只會是在中央容許的情況下進行，而不是在市場
操作下令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於短時間內暴跌，因人行可以透過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調節逆周期因
子與外匯風險準備金率等方式管控人民幣匯率。
港匯方面，謝家曦認為雖然近日港匯持續偏弱，但現時香港銀行體系結餘（約542億港元）仍遠
高於金融海嘯前接近零的水平，而且香港有約10,000億元外匯基金票據提供緩衝，一旦出現走資的
情況，可將票據轉變為銀行結餘，再加上現時美聯儲傾向維持利率不變，故他不認為現時香港聯繫
匯率7.75至7.85的波動區間有需要擴闊。

內地料放水支撐經濟
談及內地經濟增長，周洪禮指美國向餘下約3,000億美元的中國貨徵稅的機會相當高，由於受中
美貿易戰影響，故他預計今年內地GDP增幅將放緩至6.2%。為促進經濟增長，預料中央有機會推
動更多基建項目發展，而人行今年餘下時間或再有兩次定向降準，每次0.5個百分點。若中美貿易
戰情況持續惡化，不能完全排除人行進行減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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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往內地貨值連跌輸往內地貨值連跌66個月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中美貿易戰拖累本港出口。最新4月份本港整體出口和進口貨值，分別下跌2.6%

和5.5%，較市場原預期分別升0.1%及跌0.1%為差。這是本港出口連續錄得6個月下跌，其中對美國出口連續5個

月下跌，最新的4月份對美出口大跌17%；中國內地出口更錄6連跌，最新的4月份出口跌1.3%。政府發言人表

示，出口表現疲弱的情況見於很多亞洲經濟體。香港的短期出口前景仍然頗為不明朗，政府會繼續保持警覺。

香港對美國及中國內地進出口表現
（按年變幅）

日期

2018年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19年1月

2月

3月

4月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輸往美國

+1.0%

+31.8%

-0.8%

+11.7%

+12.5%

+10.3%

+10.1%

+17.9%

+5.6%

+10.3%

+5.0%

-0.7%

-5.8%

-20.5%

-0.3%

-17.0%

輸往內地

+29.0%

-10.5%

+17.3%

+12.9%

+19.2%

+2.9%

+12.8%

+13.6%

+7.0%

+17.8%

-5.0%

-8.7%

-3.9%

-5.3%

-10.1%

-1.3%

由美國
進口

+24.7%

-14.5%

-

-

-

+2.0%

+15.1%

+31.4%

+2.8%

+14.8%

+6.3%

-

-9.5%

+14.9%

+12.4%

-6.0%

由內地
進口

+20.6%

-0.6%

+2.7%

+9.6%

+18.4%

+1.2%

+10.2%

+16.0%

+2.8%

+18.0%

+1.0%

-4.2%

-1.6%

-10.2%

+7.4%

-1.6%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美
股休市，港股昨繼續反覆下跌，恒
指最多跌過 248 點，見 4個月低
位，但A股造好，一度帶動港股倒
升，最終收報 27,288 點，跌 65
點，成交維持只有720億元，反映
投資者審慎。MSCI指數加重A股
比重今日生效，「股王」騰訊
(0700)權重將被攤薄，股價連跌第8
日，是拖低大市的主要因素之一。
此外，內地包商銀行被接管，中小
內銀股沽壓較大。

雖然A股急升1.4%，但美銀美林
的報告顯示，截至上周三的一周，
新興市場的股市錄得39億美元的淨
流出，為去年6月以來最多，資金
入市態度審慎，交投繼續低迷。

騰訊8連跌 料港股續牛皮
匯盈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連敬涵

表示，特朗普近日發表的言論，令
人對中美貿易戰有憧憬，由於中美
元首將於6月出席於日本舉行的
G20峰會，料特朗普會與國家主席

習近平會面，也使各地股市近日似
乎有喘息的機會，惟受眾多不明朗
因素影響，除非中美貿易戰有緩解
跡象，否則仍會繼續尋底。他料本
星期大市還會繼續牛皮，在27,000
點關有支持，短期內未必跌穿這關
口，若有利好消息，恒指或可上試
28,000點關口。
騰訊連跌第8日，昨再跌0.3%報

323.8 元 ， 8 個 交易日累挫達
13.8%，但個股的沽空比率只有
8.8%，隨時有挾淡友機會。

新興市場恐慌 走資11個月最多

港對美出口大跌港對美出口大跌1717%%

■■王氏港建主席王忠桐王氏港建主席王忠桐。。
記者梁祖彝記者梁祖彝 攝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港4月進口

5.5%
較原預期-0.1%

本港4月出口

2.6%
較原預期+0.1%，連跌6個月

對中國台灣4月出口

24.4%
進口跌10.1%

對美國4月出口

17%
進口跌6%

對內地4月出口

1.3%
進口跌1.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人稱「四
叔」的恒基地產(0012)主席李兆基於今年3月20
日披露考慮退休，恒基地產昨公佈，接獲李兆基
通知，由於年事已高，正式決定退任主席兼總經
理職務，將於今日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結束後生
效。他亦決定退任恒基發展(0097)董事一職。
就退任恒基地產主席兼總經理職務一事，恒

地接獲李兆基通知，由李兆基博士家族信託所
控制並持有股份的公司，將於今日股東周年大
會上投票贊成特別決議案。
通告指出，李兆基會退任恒基地產主席兼總

經理職務，以及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

一職，但會留任公司執行董事，繼續為集團服
務。李兆基兩名兒子李家傑及李家誠獲委任為
公司聯席主席兼總經理，以及提名委員會及薪
酬委員會成員。
「四叔」李兆基曾透露，次子李家誠負責集

團於香港的業務，長子李家傑處理集團於內地
的業務。李家傑及李家誠亦已陸續接手打理集
團生意，2015年6月李兆基退任恒發及美麗華
酒店(0071)主席一職，便由李家誠接任恒發主席
兼總經理及美麗華酒店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
李家傑則積極處理集團於內地業務，包括與內
房企合作拓展粵港澳大灣區地產業務。

四叔李兆基今日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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