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暴衝貿戰夾擊 港財政料「見紅」
15年來首錄赤字 陳茂波：盼社會速回復秩序

陳茂波昨日出席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
簡報香港整體經濟最新狀況。他指

出，今年上半年香港經濟僅輕微按年增長
0.5%。近月受本地社會事件及暴力衝擊的
嚴重打擊，經濟情況急劇惡化，今年第三
季經濟按年收縮2.9%，是自2009年以來首
次出現按年下跌，並連續兩季出現負增
長，顯示香港經濟已步入衰退。

旅業創2003年次季後最大跌幅
他說，訪港旅遊業受近月暴力事件重
創，服務輸出大幅下滑13.8%，是自2003
年第二季以來最大的跌幅。社會事件持續
加上連串暴力衝擊，大大影響旅客來港意
慾，亦令本地消費銳減，與消費及旅遊相
關行業首當其衝。
陳茂波指，訪港旅客人次的跌幅在10月擴
大至43.7%，酒店房間入住率在近月平均只

有約六成，零售業銷貨量在第三季按年大幅
下跌近兩成，第三季食肆總收益按年實質下
跌13.6%，是自2003年第二季沙士爆發以來
最差，這些行業可以說已步入寒冬。

餐飲服務業失業率升至6.1%
他又指，經濟情況持續惡化亦令勞工市
場進一步轉弱，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在8
月至10月進一步上升至3.1%。個別受近月
事件重創的行業的失業率飆升，尤其是餐
飲服務業，最新失業率已升至6.1%，是近
六年來的高位。
他說考慮到今年首三季疲弱的經濟表

現，以及下行壓力仍然顯著，預測今年全
年經濟會收縮1.3%，是自從2009年以後首
次再出現年度負增長預測。他表示，由於
今個財政年度經濟環境不好，稅收和賣地
收入減少，加上年中加推紓緩措施，估計

截至明年3月31日的財政年度，特區政府
會出現赤字，是15年以來的首次。

倘暴力持續更多市民受影響
他認為，本地社會事件及暴力衝擊對經
濟的沉重打擊令人十分憂慮。持續多月的
暴力活動，已經削弱國際社會和投資者對
香港的信心，更加動搖本地經濟的信心，
打擊私人消費和投資，倘若暴力活動持
續，更多市民的生計將會受到影響。外圍
環境不明朗，主要貿易夥伴的經濟增長預
期又將會減慢，加上本地社會事件仍未完
結，造成的傷害有待復原，香港明年經濟
前景充滿挑戰。
他強調，香港經濟正處於異常艱難的時
期，要令經濟復原亟需要社會各界齊心合
力止暴制亂，讓社會盡快恢復秩序、讓市
民回復正常的生活、工商百業正常經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昨日表示，受到中美貿易摩擦持續的影響、本地社會

事件及暴力衝擊的嚴重打擊，香港經濟情況急劇惡

化，今年第三季經濟按年收縮2.9%，是自2009年以

來首次出現按年下跌。他又指，由於經濟環境轉差，

稅收和賣地收入減少，加上年中加推紓緩措施，料特

區政府在2019年至2020年財政年度出現赤字，是15

年來首次。他強調，香港經濟處於異常艱難時期，經

濟復原需要各界齊心合力止暴制亂，期望盡快回復社

會秩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
6個月的修例風波觸發暴力衝突打
垮本港經濟，連社企亦慘受牽連。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上月調查發現，
逾八成受訪社企出現不同程度的虧
損；兩成社企的現金流不足以營運
多3個月；逾一成社企認為結業的
機會超過五成。總會直言，社企大
多聘請弱勢或殘疾等被邊緣化人
士，若社企面臨營運困難，擔心會
影響相關社群的就業，促請政府推
出特別補助金等措施，幫社企渡過
難關。
現時全港有約600多間社企，社

企總會上月成功訪問其中103間社
企，了解近期的經濟及社會狀況對
社企營商環境的影響。結果顯示由
今年6月至今，逾八成受訪社企錄
得不同程度虧損，當中分別有
24.3%和42.7%社企的虧損情況嚴
重和中等。若以行業劃分，依次為
餐飲業（100%受損）、教育培訓
業 （85.7% 受 損 ） 及 零 售 業
（78.4%受損）。

兩成現金流不夠撐3個月
調查又發現，92.2%受訪社企對

前景感負面和非常負面；有兩成社
企的現金流已不足以營運多3個
月；有11%社企認為結業的機會超
過五成。面對現時困境，有81%社
企表示會暫緩業務擴張，27%稱會
縮減人手，另有21%表示會縮短工
時。

負責上述調查的香港社會企業總
會義務秘書鍾偉成指出，部分社企
位於大學或港鐵站內，過去因暴力
衝突，不時有港鐵站需要關閉，令
社企沒法營運；加上大學提早結束
學期，依賴教職員及學生光顧的社
企便難以營運，營業時間減少。
鍾偉成本身營運一間社企，專售

復康用品及生活百貨。他指，2間
售賣復康用品的分店位於油尖旺
區，曾因區內有暴力衝突，1個月
內有2至3日需要停運，另有2間
分店位於灣仔及銅鑼灣，售生活百
貨用品，該月同樣因暴力衝突而要
關店2天至3天，整體營業額下跌
逾10%。他直言示威浪潮持續，
「睇唔到會喺短期內完結」，加上
中美貿易戰及市民消費意慾下跌所
影響，對未來經營環境感到不樂
觀。

總會盼政府派6萬補助金
總會義務理事吳宏增則表示，社

企大多聘請殘疾人士，若社企營運
困難，擔心會影響弱勢社群的就
業。他指，上星期曾約見勞工及福
利局副局長徐英偉表達意見，引述
副局長稱對社企面對的問題感到理
解，但因涉及公帑，若要撥款將需
要一段時間。吳認為，政府應參考
私人基金會，向每個合資格社企發
放一次性6萬元的補助金，另鼓勵
公營機構或地產商減免社企最少6
個月租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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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銷貨值插26% 單月最大跌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歷時至今已

接近半年的暴力衝擊，令本港零售業數據出
現「斷崖式」暴跌！政府統計處昨日公佈，
10月份零售業總銷貨臨時估值為301億元，
按年大跌24.3%，較9月份的18.2%跌幅進
一步擴大，更錄得有紀錄以來最大的單月按
年跌幅！扣除其間價格變動後，10月份零售
業總銷貨量亦按年大跌26.2%，較9月份的
20.3%擴大。政府發言人表示，零售業銷售
持續大幅下滑，是由於本地社會事件涉及的
暴力增加，嚴重打擊消費情緒並對旅遊業及
與消費相關的活動構成重大的干擾。發言人
重申，停止社會事件的暴力和恢復社會秩
序，是為零售業復甦創造環境的關鍵。
按各零售商類別計算，10月份珠寶首飾、

鐘錶及名貴禮物的銷貨價值按年大跌
42.9%，其他跌幅較大的包括鞋類、有關製
品 及 其 他 衣 物 配 件 （37% )； 服 裝
（36.9%）；藥物及化妝品（33.5%）；百貨
公司貨品（31.1%）；眼鏡店（26.5%）；汽
車及汽車零件（19.9%）；中藥（18.9%）；
和電器及其他未分類耐用消費品（16%）
等。另一方面，燃料及超級市場貨品的銷貨
價值分別按年升4.5%及0.5%。

暴力增加嚴重打擊消費情緒
若將截至10月底的3個月，與再之前3個
月比較，經季節性調整的零售業總銷貨臨時
估值下跌17.3%，總銷貨臨時估量則下跌
18.5%。如以今年首10個月合併計算，兩項

數據分別按年跌9%及10%。

零售協會盼12月銷售跌幅收窄
政府發言人表示，零售業銷售在10月持

續大幅下滑，並錄得有紀錄以來最大的單月
按年跌幅，是由於本地社會事件涉及的暴力
增加，嚴重打擊消費情緒並對旅遊業及與消
費相關的活動構成重大的干擾。發言人續
說，政府會密切留意相關情況，以及其對勞
工市場和整體經濟的影響。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邱安儀表示，10

月份零售數據銷售跌幅擴大屬預期之內，除
一方面與去年基數大有關外，因為「十．一
黃金周」屬傳統旺季。她指出，協會於過去
一至兩星期訪問會員發現，珠寶首飾、鐘錶

及名貴禮物與汽車零件行業，預計11月銷
售額將錄得40%至60%跌幅；藥物及化妝
品、服裝、眼鏡和鞋類等行業亦預期會錄得
20%至40%跌幅，反映情況一直轉壞。不
過，鑑於過去一周社會環境相對平靜，部分
會員期望12月的銷售數據跌幅得以收窄。
謝邱安儀並透露，愈來愈多公司讓員工放

無薪假，暫時只有小部分公司減薪裁員。但
她指出，若暴力衝擊持續，估計零售業與飲
食業均面臨結業潮，希望業主及大地產商可
擴大減租的覆蓋率及幅度，並繼續提供租金
紓緩措施，與業界共渡時艱。
總括而言，謝邱安儀指受中美貿易戰及環

球經濟放緩影響，零售業數據早於今年上半
年已開始輕微下跌，6月至10月份平均跌幅

更達17%。她預測全年將錄得雙位數跌幅，
跌幅並將於明年持續，「何時才會止跌視乎
社會何時平靜、消費意慾何時回升；相信旅
客至少半年才會回復（訪港）信心。」

區議會選舉過後相對平靜的日子沒幾天，黑衣魔在
剛剛過去的周六日又四出作亂施暴，在旺角、紅磡一
帶堵路、縱火、打砸店舖，對不同意見市民施加私
刑，一些泛暴派新科區議員則趁機出來「表演」。一
位政壇老友對自明話：「眼見黑衣魔星期日晚在黃埔
暴力衝擊，黃埔西選區議員鄺葆賢及民主黨的許智峯
竟然出來阻礙警方執法，要求警察不要使用武力和離
開；但對於黑衣魔的暴力行徑，他們就視若無

睹。這是何等的荒唐反智和邏輯？身
為區議員，攫取選

票、收取公帑，不保護區內的公共設施和商舖，反而
為黑衣暴力打掩護，任由黑衣魔破壞社區。泛暴政客
只識叫警察走，不叫暴徒走。希望區內居民擦亮雙
眼，看清泛暴政客的所作所為，該趕走的，正是這些
無恥政客。」
黑衣魔借遊行到黃埔一帶搞事，鄺葆賢也到場，但
行事分明是攪局抽水。政壇老友指：「作為當區區議
員，鄺葆賢不阻止暴力，只阻止警察執法，表明她既
是法盲，又嚴重失職。首先，借遊行搞事的黑衣魔已
經偏離遊行路線，又向警察投擲雜物，已犯非法集
結、襲警等罪，更可能是暴動，警方執法理所當然。
鄺葆賢替黑衣魔出頭，包庇暴徒，不是法盲是什麼？
嚴格來講，鄺葆賢的行為本身已經構成阻差辦公。其
次，作為區議員，維護當區居民的利益是基本職責，

黑衣魔拆毀交通燈、打砸

店舖，都不見鄺葆賢出手阻止，但警方執法的時候，
她就出來阻頭阻勢，這不是失職又是什麼？」
其實，泛暴派政客借暴力攪局抽水並非新鮮事，過
去幾個月已成為常態。老友分析：「這些泛暴派政客
早就視黑衣魔和所謂的『和理非』是他們的選票基本
盤，不但不會與之割席，反而屁股決定腦袋，繼續死
撐暴力。他們採取的方法，就是對黑衣暴力視而不
見，對警方執法就雞蛋裡挑骨頭，任何警方執法的小
動作都會用放大鏡去挑剔，美化黑衣魔，討激進選民
歡心。泛暴派『吃人血饅頭』已經上癮，所以好似許
智峯之流，就算根本不是黃埔區的區議員，都走過來
出風頭，『保護手足』，好分一杯羹。」
雖然，泛暴派靠暴力氾濫的嚴重扭曲氣氛，在剛剛

結束的區議會選舉騙得多數席位，但老友認為：「持
續幾個月的暴力風波，

完全改變了這場選舉的性質，泛暴派食髓知味，繼續
煽動暴力示威。但破壞社會秩序、損毀經濟民生的行
為，分明是普羅市民的最大敵人。當大家的生活受到
持續不斷的騷擾和破壞，就會逐漸厭倦這種極端政治
化操作，泛暴派選擇性失明，實際已經成為黑衣暴力
的共犯。身為區議員，卻做着勾結黑衣魔破壞社區安
寧、摧毀法
治的勾當，
泛暴派遲早
要為自己的
惡 行 埋
單。」

趕警察撐暴徒 泛暴政棍荒唐至極

■持續近半年的暴力示威嚇怕旅客不敢來港。圖為9月時兩名旅客在香港機場遇上激進示威者。 資料圖片

■鍾偉成（右）指部分社企位於大學或港鐵站內，因暴力衝擊不時有港鐵站需要關
閉，加上大學提早結束學期，令社企沒法營運。左為吳宏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10 月份零售業總銷貨量按年大跌
26.2%。圖為因市道不景而大減價的商店。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