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香港有
1,300多家美國公
司，幾乎包括所有
主要的美國金融企
業

■2018年有
8.5萬名美國公
民在香港生活

■截至 2018
年，美國在香港的
外商直接投資為825
億美元，2018年增
加了12億美元

■香港和美
國年度商品與服
務貿易中，大約有
670億美元會受到
撤銷香港特殊地

位的影響

■去年美國的
商品貿易順差中，
香港的貢獻最大，
為261億美元

■2018年，香
港是美國的第三大
酒類出口市場，第四
大牛肉出口市場，以
及第七大農產品出

口市場

■香港是美
國企業進入中國
內地和東南亞的便
利通道，從葡萄酒
到金融服務等經
濟的各個層面

■美國如何
處理香港問題，
將左右中美關係的
發展，以及中美
在國際事務上

的合作

美國在香港的利益美國在香港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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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港特殊地位撤港特殊地位?? 美企同攬炒美企同攬炒
千三公司在港經營千三公司在港經營 貿易順差冠全球貿易順差冠全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全國人
大啟動訂立「港區國安法」程序，多位
香港工商界人士表示，「港區國安法」
的立法能有效防堵國家安全漏洞，遏止
分裂國家、顛覆政權及恐怖主義等行
為，讓香港社會回復平安，讓「一國兩
制」成功實施，繼續保障香港的長期繁
榮穩定。其中，長實集團主席李澤鉅期
望，「港區國安法」能穩定香港局勢，
恢復社會及經濟活動的正常運作。

全國人大正啟動訂立「港區國安法」
程序，本港各界人士紛紛表態，認為
「港區國安法」能讓香港社會回復平
安，讓「一國兩制」成功實施，繼續保

障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李澤鉅昨表
示，現時香港正處於政治紛亂及營商環
境不明朗之氛圍，他期望有關草案能穩
定香港之局勢，恢復社會及經濟活動的
正常運作。

盧文端：經濟可重回正軌
全國僑聯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

會香港總會理事長、榮利集團（國際）
有限公司主席盧文端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也表示，過去一年香港社會各界已飽
受痛苦，零售商四處受到破壞、營商環
境轉壞，特區政府面對難以就維護國家
安全來進行立法的困局，今次中央主動

出手就「港區國安法」立法，可以堵塞
這方面的漏洞。他認為，「港區國安
法」是針對少數進行分裂國家、顛覆政
權及恐怖主義者，不會影響香港司法獨
立及其享有的裁決權、終審權，亦不會
損害香港一直沿用的普通法，因此，奉
公守法的市民都應該支持「港區國安
法」，維護香港繁榮穩定，令香港經濟
重回正軌。

蔡志忠：助穩定社會秩序
山西省政協常委、香港亞洲地產代理

有限公司董事長蔡志忠也表示，「港區
國安法」的立法，有助穩定香港社會秩

序，制止一些反對勢力進行顛覆國家主
權和破壞香港經濟發展，能夠維護香港
繁榮穩定，令「一國兩制」成功實施。
縱然短期會有一些波動，股市和樓市會
有震盪，但長遠對香港有利。

汪敦敬：將令港更加繁榮
祥益地產總裁汪敦敬認為，「港區國安

法」的立法會令香港進入更繁榮階段，情
況和戴口罩一樣，人們初期不知道戴口罩
會帶來和平幸福一樣。以過去數日新盤入
票及銷情熱烈來看，足以顯示香港人正用
腳來投緊票，並指有人辭官歸故里，更多
漏夜趕科場，相信樓市下半年會大旺。

李澤鉅：盼港區國安法助穩局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
區國安法」立法成為中美角力新戰場，
美國威脅，中國一旦通過該法案，或將
取消香的特殊待遇。瑞銀發表報告認
為，美國取消香特殊地位舉動背後可
能更多是象徵性意義、而非經濟意義，
而外資會否撤資則要視乎執行情況、以
及香是否會因為「區國安法」而長
遠更加穩定，又預期美國取消幣和美
元自由兌換的可能性極小。

美撤港特殊地位料影響不大
瑞銀亞洲經濟研究主管、首席中國經
濟學家汪濤昨表示，香特殊地位主要
體現在獨立關稅、出口限制少、幣和
美元自由兌換等，而由於目前香出口
到美國貿易佔比不大，加上美國本身已
經加強了許多科技產品出口限制，因此

縱使取消本獨立關稅及出口限制，對
本影響都不會太大。
「區國安法」將於周四表決後進入

立法程序，汪濤表示，由於事件宣佈時
為市場意料之外，因此她認為市場短期
內有點擔憂是可以理解的，未來則仍難
以判斷，但她相信從中國政府的角度出
發，肯定希望香繁榮，以及本國際
金融中心地位更穩固。
至於外界憂慮美國或取消幣和美元

的自由兌換，汪濤強調，美元作為國際
性貨幣，目前除了朝鮮、伊朗等被美國
禁止與美元自由兌換外，對其他國家都
沒有禁用，因此很難想像美國會取消
幣和美元的自由兌換，就算執行對全球
金融市場亦會帶來很大影響，因此推算
相關可能性極小。
汪濤認為，幣及人民幣近日走勢雙

雙偏軟，主要是受意料之外的消息影
響，預計幣在短時間或會有波動，但
有信心幣美元聯繫匯率不會受太大挑
戰，主因現時金管局有大量的美元儲
備，遠大於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金
融危機。她預計今年人民幣匯率料將7
算附近浮動，並不會有明顯貶值。

或有資金流出 亦有資金進來
問到本有否出現明顯撤資，汪濤指

出，本去年經歷遊行示威後，市場已有
一些擔心，但實際撤資規模不太大，需要
看金管局的數據跟蹤，她強調截至目前未
見到香有明顯撤資，只是股市有些影
響；預期未來或有部分資金因為擔心而撤
出，但同時又有另一部分資金會進來，如
吸引更多中概股回到香上市。
另外，瑞銀維持中國今年實際和名義

GDP增速分別為1.5%和2%的預測不
變，該行預期中美關係惡化或成為中國
主要的外部風險，料地緣政治關係亦可
能趨緊，不過相信不太可能出現實質性
的衝突或經濟制裁。

瑞銀：禁港幣自由兌換美元機會微

■ 汪濤稱，目前朝鮮、伊朗被美國禁
止與美元自由兌換。 資料圖片

■李澤鉅期望，「港區國安法」能穩定香港局勢，
恢復社會及經濟活動的正常運作。 資料圖片

路透社昨日的《焦點》文章指出，中國對香實
施「區國安法」，可能招致美國取消香在

美國法律下享有的「特殊地位」，此舉將對貿易和投
資產生深遠影響。美國主要企業在香享有進入中國
內地和東南亞通道的便利，雙邊貿易在香取得了蓬
勃的發展。香的特殊地位如發生變化，文章引述美
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的聲明稱，這「都將不可挽回地損
害美國的全球商業利益。」

赴港免簽將變嚴格中國簽證
文章指出，對美國而言，損失會在三方面反映：
一，企業層面。撤銷香特殊地位將對在香經營的
1,300多家美國公司造成問題，其中有近300個地區總
部和逾400個地區辦公室，更包括幾乎所有主要的美
國金融企業， 數目為全球各國或地區中最多。 赴
旅行免簽可能會變為嚴格的中國簽證規定，從而阻礙
商務旅行和工作簽證的審批。美國國務院表示，2018
年有8.5萬名美國公民居住在香。
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美國在香的

外商直接投資為825億美元(約6,435億元)，2018年
增加了12億美元。2018年香在美國的投資增加了

35億美元，達到169億美元。
香是美國企業及外國企業進入中國內地市場的跳

板，香地位的改變可能會迫使一些美國公司要耗費
巨資遷移到其他地方去。

港美逾5千億貿易額臨風險
二，貿易層面。隨着香將無法享受美國優惠關稅
待遇，香和美國年度商品與服務貿易中，大約670
億美元(約5,226億元)將面臨風險。香對進口美國
商品徵收零關稅，這也將受到影響。根據美國統計局
的數據，去年美國的商品貿易順差中，香的貢獻最
大，為261億美元。據香工業貿易署數據，2018年
香是美國的第三大酒類出口市場，第四大牛肉出口
市場，以及是第七大農產品出口市場。

中美國際事務合作將大倒退
三，廣泛的中美關係。中國會認為美國撤回香的特

殊地位是干涉其主權，預料中國會採取強有力的反制措
施，中美關係、中美在國際事務中的合作，都會大倒退。
路透社指出，美國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在一則聲明
中稱，很多美國公司投資香是因為香的特殊地

位、地理位置以及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體系，「任何
對現狀的改變都將不可挽回地損害美國的全球商業利
益」。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上周五也坦言，採取這種行
動可能會損害美國利益。他預計，美國政府可能會縮
小範圍，例如對香的個人或企業進行制裁，或者就
敏感技術取消香維持特殊待遇。

港失美市場 並不意味失商機
香銀行學會高級顧問陳鳳翔昨接受香文匯報訪

問時也分析稱，近年美國經濟增長放緩、財政赤字高
攀等內部問題，令國內的選舉風向將矛盾轉向國外，
傳聞有一些縱容、部署香反對派媒體，以香作為
「針對中國」的「籌碼」。他認為，在此情況下，就
算中央不推動「區國安法」，也不代表美國不會對
付香。
陳鳳翔續指，香公司而言，美國的確是一個巨大
的市場，但他相信美國對香的價值正在「走下
坡」，近期眾多中概股紛紛回上市，就能令市場重
現生機。此外，東盟等新興市場的快速發展也令眾多
企看到較大增長空間和發展潛力，不見得失去美國
市場就意味着失去商機和盈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競文

全國人大將審議「港區國安法」草案，美國放言欲取

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等「特殊地位」。昨日路透社專文

報道指，若真如美國所說，實施簽證限制或關稅上調，

美國企業及在港美國公民的利益也會受損。單計香港和

美國商品與服務貿易，每年就有大約670億美元，香港

是美國的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去年達261億美元；美

國逾1,300家公司在港經營，幾乎涵蓋了所有美國最主要

的金融公司；同時有8.5萬名美國公民在香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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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梁悅
琴）全國人大啟動訂立「區國安法」
程序，香工業總會主席葉中賢昨接受
香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雖然短期社會
或有不同聲音，但長遠來說是有助穩定
營商環境，令到外資對香的信心提
升，工總是支持訂立「區國安法」。
他指出，工總認為一個穩定、安全的

社會環境，才會有利營商，亦對香的
長遠發展至為重要；否則會影響投資者
對香的信心，亦會令商界經營困難。
香過去一年經歷前所未有的社會情

況，加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令本經
濟雪上加霜，失業率創下十年新高，中、
小企更加苦不堪言。就今次訂立「香特
區國家安全法」，工總希望能有助穩定香
的營商環境，增強本地或外國投資者的
信心，令社會得以繼續穩健發展，市民安
居樂業，享受經濟的成果。

李秀恒：生活可返回正軌
另外，香經貿商會會長、金寶集團

創辦人李秀恒接受香文匯報訪問時也
表示，贊成「區國安法」的立法，因為去年一
連串社會活動至今，對香的經濟、民生、就業
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打擊，亦沒有人知道如此下
去，有何解決方法，這個糾纏什麽時候可以完
結。這次人大立法清晰國家安全界線，他預料短
時間社會上有些極端人士會作強烈反應。但是長
痛不如短痛，政府嚴正執法，相信幾個月後香
生活可返回正軌，回復正常的營商、投資、生活
環境。

■葉中賢稱，「港區國安法」有助穩定
營商環境，令到外資對香港的信心提
升。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