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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譽：
港沒有降級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全國人大
以絕大比數通過「港區國安法」，評級機構
惠譽亞太區主權評級高級董事費安德表示，
若美國計劃調整對港的長期政策，將增加香
港面對的不確定性，影響投資者情緒，但預
計不會對香港的主權評級帶來進一步降級壓
力，惠譽相信香港在制度上能保持高度自
治。港股在期指結算日波動，但實際跌幅不
大。
人大通過港區國安法草案，市場憂慮會進

一步打擊中美關係及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加
上人民幣走低，港股一度跌過520點，但全
日收市只跌168點，報23,132點，成交額增
至 1,329 億元，國指亦微跌 0.2%報 9,551
點，跑贏大市。

港現時評級已反映風險
費安德指，惠譽在過去9個月已兩度下調
香港主權信貸評級，反映內地與本港日益緊
密的經濟、財政及社會政治聯繫，現時兩地
評級僅差一級，相信足以顯示香港正逐步融
入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他指出，目前惠譽
仍相信香港在制度上能夠保持高度自治，例
如獨立運作的貨幣、財政框架、金融管理體
系及商業環境。
中美緊張關係再升溫，市場也押注人民幣

繼續貶值。路透訪問市場人士顯示，做空人
民幣的倉位，已升至8個月來高位。外匯分
析師認為，人民幣可能測試2008年以來的1
美元兌7.2元低點，甚至下探7.4元。
港元拆息則普遍上升，1個月拆息重上1

厘以上水平，報1.06441厘，較上一日上升
逾10點子；2個月及3個月拆息亦分別升至
1.14667及1.24738厘。隔夜拆息則輕微回
落，由上日約0.266厘跌至0.24厘左右。

人民幣及地產股沽壓大
港股昨日下跌，主要與重磅股騰訊(0700)
沽壓增加有關，騰訊收報408.2元，全日挫
2.8%。此外，本港地產股沽壓也較大，四
大地產股全跌，新地(0016)跌 1.2%、長實
(1113)跌1.8%、新世界(0017)跌1.6%，恒地
(0012)跌0.7%。不過，內銀股則向好，建行
(0939)及工行(1398)各升1.5%及0.8%。醫藥
股先升後挫，石藥 (1093) 業績後大跌
10.3%，收報15.2元，是表現最差藍籌，連
累中生(1177)在公布季績前要跌4.9%。

美國撤港特殊待遇影響
投資
◆在香港有1,400多家美國公司。其中290
間是地區總部、434間是地區辦事處，以
及627間是當地辦事處

◆截至2018年，香港152家持牌銀行的其中
9家、18家限制牌照銀行的其中5家，以
及48家代表辦事處的其中1家為美資機
構。美國銀行在香港的總資產值和客戶存
款分別約為1,480億美元和790億美元，
佔香港銀行業整體數字約5%

◆截至2018年，美國在香港的外商直接投資
為825億美元

貿易
◆美國是香港第二大貿易夥伴，2019年貿易
額達 5,169 億港元，佔香港總貿易額
6.2%；其中香港由美國進口的貨值達
2,129億港元，佔香港總進口額4.8%。
2018年，香港是美國第三大葡萄酒出口市
場、第四大牛肉和牛肉產品市場，及第七
大農業產品市場

◆香港一直是美國賺取貿易順差的最大來源
地。2018年美國在香港賺取約338億美元
貿易順差，2019年賺取268億美元貿易順
差。在2009至2018年期間，美國對港貿
易賺取順差累計達2,970億美元

就業
◆美國向香港出口貨物和服務，以及香港在
美國的直接投資，在美國創造逾21萬個工
作職位

◆2018年有8.5萬名美國公民在香港生活

資料來源：路透社、美國經濟分析局及特區

政府

全國人大昨以絕大多數票數

通過「港區國安法」草案。在

草案表決前夕，美方突發難，

揚言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

位。多位工商界人士昨指出，

美方此舉是損人不利己，其損

失可能比香港更大。以去年來

計，在港美逾5,000億港元的

貿易額中，會受關稅影響的港

產品貨值僅36.76億港元，佔

港美貿易額0.71%，美國賣來

香港的貨值則有 2,129 億港

元，故此香港一直是美國賺取

貿易順差的最大來源地，過去

十年累計賺取了2,970億美元

順差。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有

變的話，美國顯然更易受傷。

在昨日「港區國安法」草案表決前
夕，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向美國國

會提交報告，聲稱香港不再擁有高度
自治，不再保證給予香港特殊待遇。
外媒報道稱，美國正就此考慮所有
「制裁選項」，包括分步收緊簽證和
實施經濟制裁。路透社昨引述消息
指，美國或先考慮暫停對香港輸美商
品的特惠關稅稅率，這意味日後港製
產品出口美國，將要繳交與內地城市
出口美國一樣的稅率。不過，取消香
港特殊關稅地位要由特朗普決定，美
國目前未有定案。
貿發局環球市場助理首席經濟師陳

永健昨指出，單以貨品貿易額來看，
取消香港特殊關稅地位對港影響不
大。2019年香港境內生產出口至美國
的產品僅約4.7億美元（約36.76億港
元），只佔香港整體出口額的0.1%。
而且，雖然現時香港境內生產的產品
出口至美國的稅率較內地生產出口優
惠，但因香港及中國都是世貿的成
員，兩者的稅率差別，其實一直都在
收窄之中。（港美貿易情況見附表）

港地位變 美企首當其衝
香港付貨人委員會主席林宣武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亦認為，美國取

消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是打「七傷
拳」，先傷己後傷敵。美國在香港有
龐大經濟利益，美國有數千間公司在
港做貿易，他們都會受到影響，相信
特朗普不敢「玩得太大」。
中華廠商會會長吳宏斌亦表示，其

實一直以來，他都看不到美國所謂的
「香港特別待遇」。他解釋指，美國
貨賣來香港是零關稅，但香港產品出
口到美國，一直都要支付關稅，以珠
寶業為例，本港被視為已發展地區，
與內地一樣，出口至美國就需繳付6%
關稅。

港高科技產品及轉口或受累
不過，陳永健續指，香港若真的失

去特殊關稅地位，香港出口美國的稅
制會與內地看齊之餘，一些原本美國
對內地實施的反傾銷、反補貼稅項亦
會同樣在港執行。另外，一些向內地
實施的出口管制，例如高新科技類，
亦不能出口到香港，這會影響周邊行
業，如經本港轉口至東南亞的港商、
知識產權、法律及金融融資的行業。
另外，中美貿易戰中的「301條款」
關稅，屆時或適用於本港生產產品。
林宣武認同，美國若限制高科技產

品出口至香港，會使工業界受到一些

影響，但最受影響的會是科研機構。
「因一般廠商多數採用一些應用科
技，不是像富士康般需要高端科技，
廠商應可以在市場上找到代替品，可
能無佢(美國產)咁靚。」但他認為這對
於美國科技企業而言，也是一大損
失，這些損失並不是由美國政府可輕
易負擔的。他又指，幸好過去18個
月，已有很多公司在第三世界新增生
產線以避過貿易戰的關稅，故目前最
大的挑戰不是關稅方面，而是美國零
售業倒閉潮影響較大。

港企：繼續以港為生產基地
中華出入口商會副會長許華傑則

指，香港製造的商品，出口到美國的
數目不多，只限於高技術行業，如珠
寶和機械等，相信仍會以香港作為生
產基地，所以其所受的影響會較大。
被問及若香港也向美國的進口貨品

徵稅，會否影響進口商利潤，許華傑
認為，一旦向美國貨品徵收關稅，將
改變本港奉行的自由貿易原則，故此
香港向美國產品實行徵稅的機率較
小。林宣武亦認為，香港是自由貿易
的體系，不會做出「你做初一，我做
十五」的行為，相信亦不會採取任何
保護貿易主義措施。

美商界：香港如失特殊地位 沒有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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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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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
美國揚言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地
位，被視為是「核選項」，事關美
國除可能對香港實施關稅、貿易、
商業、旅遊、投資、簽證等壁壘
外，還包括「貨幣自由匯兌」，即
是美國還可以將港幣排除在美元體
系之外。簡言之，即是會否把香港
視為朝鮮及伊朗一樣的地方。

金融市場將全面受創
如果美國祭出此招，這當然會令

香港瞬間失去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並將損害中國與國際市場的所有金
融聯繫。華盛頓哈德遜研究所專注
美中關係的高級研究員 Robert
Spalding 指出，一旦這種聯繫斷
絕，股票、債券、金融交易、
SWIFT（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都將受到威脅。
SWIFT是一個國際銀行同業合作

組織，可視為是一個美元結算系
統。朝鮮及伊朗就曾經被美國禁止
使用SWIFT。
會否擔心港幣被擯出美元結算系

統，貿發局環球市場助理首席經濟

師陳永健認為，參考《美國香港政
策法》以及《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當中提到會保障香港自由兌
換美元，目前為止出現禁止的可能
性不大，除非情況變得極端，執政
者處於「劍拔弩張」的狀態。

非美國單方面可決定
香港付貨人委員會主席林宣武指

出，全球有眾多銀行、酒店、基金
在港營運，限制港元與美元結算並
不是單純由美國決定。而且，到此
地步，中國政府也將採取最激烈的
反擊措施。
香港是美國錄得巨額貿易順差的

地區，香港進口很多美國牛肉、橙
等，如果屆時人們對港元沒信心，
升至1美元兌10港元的話，對美國
出口亦不利，因美國的產品會變得
很昂貴。另外，港元是用美元資產
作為儲備，他相信發生聯匯脫鈎的
機會很低。
陳永健亦相信，美國即使取消本

港的特殊地位，也未必全部一次
過、永久取消，可能是實施部分條
例，限時限量等形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
敏）對於美國或取消給予香港的
特殊待遇地位，多個美國企業團
體呼籲美國總統特朗普不要急於
對中國推進「港區國安法」作出
回應，並警告若美國取消給予香
港的特殊待遇，將傷害香港及香
港人民，同時也會損美國企業的
利益；而且美國經濟也會有額外
風險，包括特朗普看做是自己最
大成就之一的中美貿易協議，更
可能會影響到他贏得連任的機
率。

美企籲特朗普勿急回應
據路透社消息，美國美中貿易
全國委員會會長Craig Allen呼籲
特朗普不要急於就「港區國安
法」作出回應，「中國尚未發布
這項法律的文本。文字最重
要。」他說，該委員會希望各方
「緩和局勢，維持香港的『一國
兩制』模式，它在過去許多年來
對所有人很有助益。」
香港美國商會主席葛理福
（Robert Grieves）更形容，如果
香港作為主要國際商業和金融中

心的基礎受到侵蝕，不會有贏
家。
商會指出，香港作為吸引外資

的國際金融中心，損害香港的特
殊地位將會是「嚴重錯誤」，商
會敦促美國政府與香港保持建設
性關係，提醒若本港的特殊地位
發生深遠的變化，亦將為在港開
展業務的美國企業造成嚴重影
響，又呼籲中央維護香港的「一
國兩制」方針，期望可以和平方
式緩和局勢。

或只針對個別企業和行業
蓬佩奧自己也承認，取消香港
的特殊地位，也可能會損害美國
利益。中國經濟研究公司中國褐
皮書的首席執行官Leland Miller
指出，取消香港特殊地位，主要
受傷害的會是香港人，以及在港
的美國和外國公司。簽證限制或
關稅上調，作用也是會適得其
反。故此，他相信美國政府可能
會縮小針對範圍，例如只是針對
個人或企業進行制裁，或者取消
敏感技術出口到香港的特殊待
遇。

美國倘發難 自傷重過港
港產貨品佔對美貿易額不足1% 美賺盡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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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過去多年對港貿易賺取巨額順差

2013
資料來源：美國經濟分析局及特區政府 製表：記者 岑健樂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373億
353億

306億
278億

328億 338億
268億
美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 美國和香港商界都認為美國和香港商界都認為，，倘美國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倘美國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
地位地位，，對美國的損害較香港為大對美國的損害較香港為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