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全國
人大會議提出審議港區國安法，港股
昨日早段避險情緒影響下，恒指再跌
逾400點，見22,519點的兩個月低，
但午後資金回頭吸納港股，使恒指全
日倒升22點，收報22,952點。資金積
極「撈底」，大市成交仍達1,184億
元。港匯仍然疲弱，港元1周及1個月
的拆息齊創1個月新高，其他期限的
利率也大致走高。

瑞銀：未見大規模走資
昨日港匯兌每美元曾低見7.7575，

瑞銀投資銀行亞洲經濟研究主管兼首
席中國經濟學家汪濤表示，今次的港
區國安法事件屬市場意料之外，使投

資者短期有憂慮，但目前未見大規模
走資的情況。
她表示，香港對美國的貨物出口量
比例低，即使香港的獨立關稅地位被
取消，對出口也不會有太大影響。她
認為，美國取消港元自由兌換美元的
可能性很低，因為會打擊大量投資於
港的美國金融機構。
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表示，港
區國安法的消息已令大市大跌近1,400
點，每逢出現政治恐慌而導致的跌
市，跌勢既快且急，但對股市的影響
亦相對屬短暫。
他指技術上恒指失守23,500點支持

後，止蝕盤及恐慌性拋售已大致出
盡，故致使昨日出現大量「撈底

盤」。認為今次政治事件的確使部分
港人憂慮，但若說衝擊的力度而言，
對樓市的影響會較股市更大。
國指收報9,465點，回升0.4%。傳

統銀行及地產股繼續受壓，但新經濟
股在低位有買盤，是大市能夠倒升收
市的主因。匯控(0005)再跌至35元，
創11年新低，全日挫0.4%報35.7元，
恒生(0011)則挫3.8%，盤中曾見118.4
元的6年低位，是表現最差藍籌。
新經濟股有反覆，騰訊(0700)反覆彈

1%，成升市火車頭。阿里巴巴(9988)
季績後獲富瑞等大行上調目標價，股
價先跌後平收。小米 (1810) 倒升
3.4%，美團(3690)更倒升6.2%。
大量中概股將回歸，港交所(0388)亦

獲摩根士丹利上調目標價至310元，
該股倒升6.2%，是升幅最大藍籌，並
以全日最高位275元收市，成交額逾
39億元。

證券業資助開始接受申請
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下的證券業資

助計劃，昨起推出並接受申請，以支
援中小型證券行及證券業持牌人。券
商一筆過將獲資助額5萬元，經紀一
筆過每人獲2,000元資助額。計劃訂
定，凡於3月31日屬於B組和C組的
聯交所、期交所交易商，並於申請資
助時仍在營業，每間公司可獲5萬元
的單次現金資助；A組大行則不符合
資助資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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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統計處昨公佈，4月份本港整體出

口貨值按年跌3.7%，為連續第二個月下

跌，但較市場預期跌4.5%為少；整體進

口貨值按年跌 6.7%，勝市場預期跌

8.5%。其中出口美國連續第17個月下

跌，4月份再跌24.6%。 全國人大啟動訂

立「港區國安法」程序，中美角力加劇，

美方威脅或因此而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地

位，不過，廠商認為影響不大，因為純港

產品出口不多，在港轉口至美國已歸入內

地生產，已需繳交與內地相同的出口關

稅。

港上月出口跌3.7%勝預期
廠商：港產品極少 美取消關稅優惠影響不大

本港去年至今出口表現本港去年至今出口表現
20192019年年 20202020年年

11月月
--2222..77%%

44月月
--33..77%%

++44..33%%

--55..88%%

++33..33%%

--11..44%%

--99..22%%

--77..33%%
--66..33%%--55..77%%

--99%%

--22..44%%--22..66%%
--11..22%%

--66..99%%

--00..4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美國
參議院早前通過一項法案，在美國上
市的中概股有除牌風險，令中概股排
隊回港上市。彭博報道，網易與京東
將於本周四（5月28日）闖關上市聆
訊，網易計劃6月11日在香港作第二
上市，京東則爭取於一周後（6月18
日）作第二上市。其中網易預計集資
規模可達20億美元（折合約156億港
元），至於京東則達30億美元（折合
約234億港元）。
據內地媒體引述多位接近京東上市

團隊的知情人士透露，京東通過上市
聆訊不會有難度。若通過上市聆訊，
京東最快將於5月31日在聯交所掛出
招股書，並於6月4日左右開始招股。
另有消息指，京東新增多家銀行負

責是次來港作二次上市。京東已新增
選華興資本、傑富瑞為聯席全球協調
人，並增選美國銀行、中信里昂和瑞
銀為聯席保薦人，以及全球協調人。

此外，是次京東上市，將以無紙化形
式進行。

內地超市物美傳港上市
其他新股方面，有消息人士透露內

地大型超市及便利超市物美科技集
團，計劃來港上市。據了解，物美科
技集團的上市計劃，尚處於初期階
段，集團仍在討論哪部分業務該被納
入上市資產範圍，而融資細節仍可能
有變。報道續指，物美科技集團上個
月完成了收購麥德龍（Metro）內地
子公司80%股權的交易。
據物美科技集團官方網站的資料顯

示，集團於1994年創立，集團在華
北、華東和西北等地區擁有各類商場
近1,500家，業務涉及零售貿易、電
子商務、互聯網及物聯網科技、物流
運輸等，旗下擁有「美廉美」、「百
安居」、「新華百貨」等品牌，年銷
售額逾1,000億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美
團點評（3690）昨公佈今年首季業
績，期內收入167.54億元（人民
幣，下同），按年下跌12.6%，其
中餐飲外賣收入按年下跌11.4%，
至94.9億元，錄得虧損擴大至15.79
億元，去年同期則虧損 14.33 億
元。展望今年餘下時間，預計包括
持續的疫情預防措施、消費者對線
下消費活動的信心不足以及商家關

閉的風險等因素將繼續對業務表現
產生潛在影響。
公司於業績公告上表示，自今年
1月下旬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對公
司包括餐飲、酒店及其他本地生活
服務等商家的日常營運，造成了嚴
重影響，繼而對公司今年首季業務
造成下行壓力。餐飲外賣以及到
店、酒店及旅遊等業務在需求端以
及供給端方面均面臨重大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新冠疫情持續
近半年，市民大眾最關心口罩質素，為了讓消費
者更容易識別口罩品質，香港工業總會轄下香港
優質標誌局昨日向首批5款港產口罩頒發「Q
嘜」認證，確認其口罩已符合多項測試標準，令
消費者更放心選購口罩。工總主席葉中賢昨表
示，目前仍有5至6間本地口罩廠申請「Q嘜」
認證，期望短期內可完成申請處理並批出第二
批。
今次獲得「Q嘜」認證的5間本地口罩品牌包
括國藥科技的SPT Mask、新德利（亞洲）的
AQA、明輝實業國際的Pasion、中國國際資源集
團的Procare HK及匯愛香港的CareHK。 頒發
「Q嘜」認證的5款口罩，確認符合多項測試標
準，包括液體阻擋、過濾效能、壓力差、阻燃及
衞生方面的標準等。

一年兩次視察生產流程
對於如何持續監督口罩質素，優質標誌局高級

經理鄭永健表示，「Q嘜」認證的有效期為一
年，當局會1年兩次實地到工廠視察實際生產流
程，包括生產環境和口罩測試，確保原材料的品
質、倉庫環境、生產機器等均符合標準， 如果
口罩的測試不合格，當局會向生產商發出不合格
證書，當若涉及口罩的衞生標準不達標會向外公
佈。
疫情下不少港資設立口罩生產線，葉中賢指出
無異是加快本地再工業化的步伐，據他了解香港
的口罩生產量甚至已追到台灣，部分廠商也有多
出的生產量出口至海外，而且也有海外買家找本
地廠商作技術輸出，可見本地口罩的生產技術值
得外國參考。

繼3月錄得5.8%的按年跌幅後，4月商品整體出口
貨值為3,095億元，按年跌3.7%。同時，繼3月

錄得11.1%的按年跌幅後，4月商品進口貨值為3,328
億元，按年跌6.7%。4月錄得有形貿易逆差233億
元，相等於商品進口貨值的7%。政府發言人昨指，4
月商品出口繼續按年下跌，儘管跌幅輕微收窄。新冠
疫情在美國和歐盟仍然嚴重，輸往這兩個市場的出口
貨值繼續錄得雙位數跌幅。雖然輸往內地的出口顯著
增加，但輸往很多其他亞洲市場的出口錄得不同程度
跌幅。

疫情未受控 出口續受壓
展望未來，發言人指，在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受
控前，環球經濟將會繼續疲弱，因此香港的商品出口
表現短期內料會持續受壓。政府會繼續密切留意有關
情況。
從事鐘錶生產的運年集團執行董事劉燊濤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公司出口至美國的訂單佔七
成，受疫情影響訂單下跌了六至七成，雖然美國疫情
正慢慢放緩，但訂單方面仍未見有改善，預計今年都
會出口偏淡，即使回復預計都不會太多，能恢復一半
訂單已經算好。
香港中小企聯合會永遠榮譽主席劉達邦則表示，由
於其公司生產建築材料，在疫情下訂單並未受到影
響，上個月已出了6個櫃，但反而是因「貿易戰」令
其客戶要多付25%關稅，已有客戶向他表示總成本與
美國當地的產品很接近，令他正考慮減價以增加產品
的吸引力。
對於美國威脅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劉燊濤認

為若然取消對業界影響也不大，因大部分都在內地生
產，即使在港轉口至美國算作是內地生產，亦要交與
內地相同的出口關稅，加上香港的製造業早已北移，
純香港生產的產品出口至美國少之又少。

經港轉口亦屬內地生產
同樣，劉達邦也認為影響不大。他指，以往公司會
選擇將貨物運至香港再轉口至美國，但近5年已轉到
深圳鹽田出口，因關稅一樣的情況下，其碼頭處理費
又較本港便宜近半，又省卻運到香港的費用。
不過，劉達邦指，有些企業會將在內地生產的產品
作改裝，從而稱之為香港製造，享受獨立關稅區的免
稅優惠，如港獨立關稅區地位被取消，對這類企業會
有影響，可能會轉至內地出口。他補充，以往香港的
船期較密，內地較疏，令一些港商寧願運到香港作轉
口，不過這優勢正逐漸消失，隨着內地的港口增多，
其船期亦漸漸增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
敏）今年4月與去年同月比較，
本港輸往亞洲的整體出口貨值上
升2.7%。

輸往美國大跌24.6%
此地區內，輸往部分主要目的

地的整體出口貨值錄得升幅，尤
其是台灣升 21.6% 、日本升
10.7%和中國內地升9.4%。另一
方面，輸往印度跌61.6%、新加

坡 跌 27.7% 和 馬 來 西 亞 跌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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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德國跌19.6%和英國跌
6.9%。
同期，來自部分主要供應地的

進口貨值錄得跌幅，尤其是內地
跌11.2%、日本跌10.8%和美國
跌1.1%。同時，來自越南、台灣

和韓國的進口貨值則錄得升幅，
分別升77%、29.5%及 15.3%。
按貨品類別計，非金屬礦物製品
的整體出口貨值錄得最大跌幅，
下跌64.3%；「通訊、錄音及音
響設備和儀器」下跌20.9%；雜
項製品(主要包括珠寶、金飾及銀
器)跌37.3%。然而，「辦公室機
器和自動資料處理儀器」則升
26.2%和「電動機械、儀器和用
具及零件」升6.2%。

出口台灣貨值升21%

網易京東擬下月港掛牌 美團首季虧損擴大至近16億

I.T再發盈警 料全年虧損7億

避險情緒高漲 港股見兩個月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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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時裝零售商 I.T
（0999）相隔一個月後再度發盈
警，指因今年第4季度內商譽、物
業、傢具與設備及使用權資產之減
值撥備，預期淨虧損不少於 7億
元，較上月預期淨虧損擴大約4億
元。早於4月份該公司曾預計，今

年2月底止全年淨虧損不少於3億
元，主要因社會動盪影響香港及澳
門地區業務、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業
務表現。
I.T表示，面對嚴峻考驗，將密切
關注市況及作出相應業務策略調
整。

本疊內容：財經新聞 文匯馬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