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地產經B2

2019年11月1日（星期五）

20192019年年1111月月11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19年11月1日（星期五）■責任編輯：黃驍

東南亞設廠 服裝企業巧避關稅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曉菁） 因內地市場競
爭激烈，中石油（0857）三季度歸屬股東及利潤大
跌近六成，管理層昨於電話會議中坦言，下游煉化
業務競爭依然激烈，供大於求，料第四季情況與第
三季類似，甚至明年也難有改善，集團會致力控制
成本；另外還強調即便在較困難的階段，也會維持
穩定的派息政策，回饋股東。
中石油在非常規油氣領域勘探取得重大成果，管
理層指出，勘探和生產板塊的業務潛力巨大，今年
全年油氣產量或許可以超額完成。至於遲遲未有消
息的國家油氣管道公司，管理層亦未給出具體時間
表。摩根士丹利分析，國家油氣管道公司延遲消息
會對中石油構成負面影響。

採購成本增 本季或加價
值得留意的是，集團旗下的進口天然氣和液化天

然氣（LNG）虧損，按季度繼續擴大至217億元人
民幣。管理層解釋，其中一部分是美元匯率上升、
人民幣相應貶值，導致了採購成本抬高。未來會努
力控制好進口氣的長期合約及價格，減少虧損，惟
指出四季度的銷售價格同比仍會增加。
受業績拖累，中石油昨收報3.85元，跌0.16元或
4.0%。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銀行昨日公佈的中
間價報7.0533，較上日升值49點子，即
期匯率收升234點，隨中間價同創兩個半
月新高。交易員表示，美聯儲如期降息且
會後聲明不及市場預期鷹派，美指承壓人
民幣順勢上行，不過逢低購匯仍不斷出手
對沖止損盤。人民幣後續走向將視貿易戰
進展，是否重回7元關口市場分歧較大。

後市還看貿戰進展
路透社引述交易員表示，智利取消

APEC峰會部分增加談判變數，但相信只
要雙方有誠意，談判地點不是問題；最新
公佈的官方製造業PMI創下年內次低，
也表明內地經濟面臨下行壓力，加上談判
越到後面分歧越難彌合，中期中美談判不
確定性仍高，都決定人民幣缺乏大漲基
礎。

短期或已到頂
有中資行交易員稱，「今天結匯有增加

一些，從走勢看是比較反覆，後面大家有
點分歧的……就看客盤的態度和貿易談判
進展，我個人傾向短期差不多了。」另一
外資行交易員指出，後面要看美元是不是
會趨勢性下行，從歐元看，似乎市場對年
底美聯儲繼續降息仍有預期。
澳新銀行最新觀點認為，中美第一階段

貿易協議進展為金融市場帶來一定鼓舞，
但未來中美貿易談判仍存很多不確定性，
畢竟中國購買更多美國農產品並不能解決
遍佈全球製造業和供應鏈的不確定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帥誠廣州報
道） 對於廣交會上紡織服裝企業普
遍反映的歐美市場前景低迷的狀況，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
長、絲路學院副院長王文表示，廣交
會通過精準邀請沿線國家參展商和採
購商，使得近年「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的採購商比例大幅上升，一定程度
上也折射出沿線國家市場對中國出口

貿易的需求。大部分「一帶一路」沿
線國都處於經濟快速增長狀態，這說
明沿線國家市場潛力遠大於已趨於飽
和的傳統歐美市場。

高質贏口碑 當地設廠謀長遠
王文指出，從消費人口來比較，歐
洲、北美、日韓等發達國家總人口僅
8億左右，而處於「一帶一路」沿線

的國家，僅印度就超過12億人口，非
洲總人口也超過12億，且人口平均年
齡更低，消費需求將不斷提高。
王文認為，過去中國向沿線國家出

口的產品多以中低端為主，這一定程
度上破壞了產品輸入國對中國產品的
印象。因此，他建議內地的紡織服裝
出口商在轉型「帶路」沿線國家市場
時，應注重提高產品質量，提高行業

准入門檻。「用高品質的產品穩定市
場口碑，再通過產能合作提高生產效
率，降低企業成本。」
「企業也可以考慮在沿線國家當地

建廠，形成產業園，進行長遠佈局，
避免過去賺快錢的短視思維。」王文
表示，佈局沿線國家，應從建立產業
園，訓練當地員工，普及新技術入
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殷考玲）
半導體裝嵌及包裝解決方案供應商
ASM太平洋(0522)行政總裁李偉光昨
表示，中美貿易戰不明朗因素嚴重影
響投資信心，有海外客戶曾有機會接
大額訂單，打算向該集團購買新機器
以作生產，惟最後因貿易戰而放棄接
訂單，所以中美貿易戰如有解決方
案，相信有利提升投資信心。
李偉光續指，內地市場正帶領半導

體行業復甦，但海外市場仍在收縮，
長遠來說未來10年對半導體市場樂
觀，因為受惠於5G建設如基站、更
換手機，以至數據儲存需求增加，對
半導體的需求有所增加，尤其是內地
即將進行5G年代，明年各大手機供
應商均會推出5G手機，當中加入十
倍光學變焦、多鏡頭等均會刺激對半
導體需求，另外明年日本東京舉行奧
運會，到時也會顯示出5G的好處。

ASM太平洋截至9月底止第三季盈
利2.22億港元，較前一季度增加2.17
倍，較去年同期則減少 63.1%，每股
盈利 0.55 港 元 。若以首 9個月來
看，盈利為 4.01 億港元，同比減少
80% 。各業務表現方面， 第三季後
工序設備業務收入為 2.33 億美元，
同比減少 23.2%；SMT 解決方案業
務收入為 2.36 億美元，同比減少
15.7%。

在男女裝展區，來自浙江寧波的
獅丹努集團有限公司帶來了數

百款男女裝產品，據公司二部經理楊
靜瓊介紹，此次公司帶來的新品佔比
達30%，因考慮到訂單出貨時間的季
節，現場展示的除了少量冬裝，主要
還是以春夏裝為主導。

貿戰影響 內企美國銷量挫三成
楊靜瓊表示，因受到美國加關稅清
單的影響，獅丹努今年美國市場銷量
約縮水三成，預計年銷售額在5,000
萬美元左右，與去年同比減少了2,000
萬元。為了應對複雜多變的出口貿易

市場，公司從兩年前就開始在東南亞
建新廠佈局，這一預判性的做法成為
企業平穩過渡貿易摩擦影響的重要決
策。

東南亞產品 歐盟零關稅
「選擇東南亞是出於多方面考

慮。」楊靜瓊坦言，公司在東南亞建
廠並將服裝成品直接出口美國，便可
合理避開加稅清單影響。同時，由於
歐盟與東南亞多個國家建立了服裝產
品進口的免稅互惠政策，這意味着從
東南亞直接出口歐洲，也為以歐美市
場為主的獅丹努帶來更多利潤。

據楊靜瓊透露，目前公司已在柬埔
寨擁有一座4,000人規模的工廠，緬
甸也剛成立一座新工廠，正在不斷擴
大規模。「當地的人工更便宜，所以
普工我們都在當地招聘，但高管團隊
仍然由國內調配。」目前公司在浙江
寧波仍保留有一座4,000人規模的工
廠，但隨着地租和勞動力成本的不斷
上漲，未來幾年或將考慮更多生產線
整體搬遷到東南亞。

地價勞力低 柬緬成首選
至於為何選擇柬埔寨和緬甸，而不
是此前內地廠商扎堆遷移的越南、泰

國等地，楊靜瓊表示，因短時間內大
量企業遷移，越南等地地價已出現上
漲趨勢，且勞動力市場價格也開始上
漲，而柬埔寨和緬甸地價和勞動力都
還處於低位，臨近其他東南亞國家也
使得上下游產業鏈合作更方便。
談到公司的未來，楊靜瓊認為，歐
美市場仍然是公司的主要出口地區，
而隨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市場的
逐漸崛起，或將為公司帶來新的機
會。此外，公司每年在服裝材料研發
和產品設計上的投入都在500萬美元
左右，這也成為該品牌享譽國際市場
的重要支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第126屆廣交會三

期昨日在廣州開幕，服裝紡織

行業作為重要參展品類備受市

場關注，多家出口參展商表示

生意額受到中美貿易戰衝擊，

有服裝企業今年對美出口預計

降三成。為積極應對市場變

化，不少商家通過在東南亞國

家設廠直接出口，巧妙避開美

國加關稅影響，同時也享受到

歐洲對東南亞國家的服裝品類

免稅政策，可謂一舉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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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業務競爭激烈
中石油：明年也難改善

專家倡「帶路」市場尋商機

ASM太平洋：貿戰損投資信心

■李偉光（左）稱，受惠於5G建設，對半
導體的需求有所增加。 記者殷考玲攝

■寧波獅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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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建新
廠佈局，成
為企業平穩
過渡貿易摩
擦影響的重
要決策。

帥誠攝

工商資訊資訊 ■責任編輯：米春改 ■版面設計：歐鳳仙

海逸國際酒店集團在早前舉行的第30屆TTG年度旅遊大
獎頒獎典禮上獲頒TTG「最佳本地連鎖酒店」獎項，自
2000年起連續十年獲取殊榮。
TTG旅遊大獎由TTG Asia集團頒發，該集團是專門報道
亞太區旅遊業界資訊的報刊及電子平台，享譽45年。每個
TTG旅遊大獎獎項均由TTG Asia、TTG China、TTG
India、TTGmice和TTG-BTmice China的讀者投票選出，
是業界和消費者公認的殊榮，更是品質保證的象徵。
海逸國際酒店集團董事高寶珍表示：「我們非常高興能夠
連續10年獲得「最佳本地連鎖酒店」獎項，顯示我們對優
質服務的承諾已得到同行及顧客的認同。作為香港的本地連
鎖酒店集團，我們以提供卓越服務為宗旨，這個獎項肯定了
我們正在朝着正確的方向前進，激勵我們繼續努力，尋求新
的突破，致力成為業界的翹楚。」

馮翠屏致歡迎辭時表示，澳門西安商會成立以來，堅
持秉承「愛國愛澳，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活動，促進

澳門與西安兩地在工商業、教育、文化和體育等方面的交
流與合作」的創會宗旨，為共同建設澳門與西安的經濟繁
榮作出不懈努力。她祝福國家繼續繁榮富強，期待澳門特
區政府在新特首帶領下迎來新時代，新希望，新景象，讓
澳門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上，再創輝煌。
副會長顏志向致謝辭時提及，澳門西安商會西安聯絡

處於今年正式成立，為澳門和西安開展交流合作建立了新
的平台，並獲得西安市委統戰部部長史曉紅的肯定和勉

勵，寄語西安聯絡處和會員們積極發揮橋樑紐帶作用，切
實把商會打造成團結合作、守望相助的「同鄉之家」，進
一步促進兩地經貿、文化等融合發展。
席間，理監事成員及嘉賓上台向在場人士祝酒，由監

事長盧候光致祝酒辭，並與嘉賓共同演唱《我和我的祖
國》，全場共鳴同唱，場面感人。
出席嘉賓還有，西安市投資合作局副局長景政彬，澳

區全國人大代表施家倫，全國政協委員何富強，立法會議
員葉兆佳、林玉鳳，名譽會長謝思訓、湯悅宋、陳文噸、
歐家威等理監事及會員，以及一眾友好社團負責人等。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日前宣佈，與銀聯通寶有限公
司（JETCO）、Mastercard、藍十字（亞太）保險有
限公司、八達通控股有限公司、經絡集團（香港）有
限公司及Price.com.hk有限公司建立策略聯盟，將透
過應用程式界面（API）連結攜手合作，進一步推動
銀行服務數碼化，為客戶的日常生活帶來更多便利。
隨着科技發展及各項金融科技在香港日益普及，
客戶對數碼化銀行服務的需求亦不斷上升。有見及
此，東亞銀行除使用JETCO的APIX平台，亦將會
以API連結多家合作夥伴，務求為客戶帶來全新數碼
體驗，以照顧客戶對不同銀行服務的需要。
東亞銀行聯席行政總裁李民橋於發佈會上介紹策
略聯盟時表示：「東亞銀行一直致力推出創新的服務
以滿足客戶需求，而數據上亦反映了本行數碼策略的
成效。近兩年手機銀行客戶按年增長均超過四成，數
碼客戶更佔整體客戶之一半，而本行超過八成的財務
交易均透過自動化服務渠道進行。因此，我期望今次

與各夥伴的合作能為客戶、參與商戶以至銀行創造更
大的價值。」
東亞銀行亦於發佈會上介紹於較早前推出的遙距

開戶手機程式BEA Flash。透過BEA Flash，客戶只
需6分鐘即可以手機開立綜合理財賬戶，無須親臨分
行。該手機程式還將增設LiveChat功能，為客戶提
供即時協助，進一步提升客戶體驗。

■海逸國際酒店集團董事高寶珍（中）在第30
屆TTG年度旅遊大獎頒典禮上接受殊榮

海逸國際酒店集團獲「最佳本地連鎖酒店」

■東亞銀行聯席行政總裁李民橋（中）與策略聯盟代
表一同宣佈建立策略聯盟。

東亞銀行建立策略聯盟以API提供全新服務 澳門西安商會宴賀祖國70華誕

澳門西安商會日前假澳門新葡京宴會廳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澳門回歸祖
國20周年暨澳門西安商會成立一周年會慶晚宴。會長馮翠屏感謝社會各界對商會的支持和關
心，冀商會不忘初心，繼續發揚「愛國愛澳精神」，努力推動西安和澳門兩地經貿、文化、
教育等各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澳門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朱宏、西安市副市長王勇、澳門經濟
局副局長陳子慧、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執行委員余雨生等嘉賓歡聚一堂，場面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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