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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周三發布《世界經濟展望》更新報

告，指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大流行對經濟活動造成的損害比最初

預期的更廣更嚴重，該行將今年全球經濟預測，由4月份時預

測收縮3%，下調至收縮4.9%；美國由4月份時預測收縮

5.9%，下調至收縮8%；內地則由增長1.2%，下調至增長

1%，是今次更新報告中唯一錄得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IMF料內地GDP今年增1%

報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對2020年
上半年經濟活動的負面影響比此

前預期更為嚴重，因此預計復甦將比此
前預測更為緩慢。基於下半年繼續保持
社交距離、經濟創傷加劇、企業增加衞
生安全措施以及金融環境保持現狀等基
準假設，IMF預計全球經濟今年將萎縮
4.9%，但有望在2021年增長5.4%。

美國經濟今年或萎縮8%
具體來看，報告預計2020年發達經

濟體經濟將萎縮8%，新興市場和發展
中經濟體將萎縮3%，分別較4月份下
調1.9個百分點和2個百分點。
其中，美國經濟將萎縮8%，歐元區

經濟將萎縮10.2%，日本經濟將萎縮

5.8%，均低於4月份預測。

拉美國家明年GDP料續收縮
對於2021年，報告預計發達經濟體

經濟將增長4.8%，新興市場和發展中
經濟體將增長5.9%。美國、歐元區和
日本經濟將分別增長 4.5%、6.0%和
2.4%。
感染病例仍在上升的拉美經濟體中，

一些國家的經濟預估被下調幅度最大，
預計巴西經濟2020年將萎縮9.1%，墨
西哥和阿根廷分別萎縮10.5%和9.9%。
中國內地是目前唯一一個IMF預計在

2020年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現在
預計將增長1.0%，4月份的預測為增長
1.2%。

亞洲另一經濟體印度，則由4月份時
預測增長 1.9%，大幅下修至收縮
4.5%。最新預測2021年內地及印度經
濟將分別增長8.2%及6%。

IMF：警惕巨大不確定性
IMF 首席經濟學家戈皮納特 (Gita
Gopinath) 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我
們絕對沒有脫離險境，我們沒有逃脫大
封鎖。鑒於這種巨大的不確定性，政策
制定者應該保持警惕。」
IMF認為，當前的經濟衰退是1930

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當時全
球國內生產總值(GDP)萎縮了10%，但
戈皮納特說，10萬億美元的財政支持和
各國央行的大規模寬鬆政策迄今避免了

大規模破產。她補充說，需要更多的支
持。

多邊合作應對危機成首務
IMF表示，當前所有國家都應確保醫

療衞生體系具備充足的資源。國際社會
應加強對各國的支持，尤其向醫療衞生
能力有限的國家提供資金援助，並且隨
着疫苗試驗取得進展，將資金引入疫苗
生產，從而使所有國家迅速獲得數量充
足、費用可負擔的疫苗。
IMF強調，強有力的多邊合作依然至

關重要。全球應加強各領域合作以應對
這場真正的全球危機，着力解決貿易和
技術緊張局勢，完善以規則為基礎的多
邊貿易體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總部
位於德國的TeamViewer前日（24日）與中國聯通
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在遠程協同辦公、打造智慧城
市，以及物聯網與AR技術在5G上的運用等領域
展開長期合作，成為中國聯通緊密的合作夥伴。根
據此次協議，雙方將在5G，物聯網和AR領域深化
合作，在智能製造、智慧城市、教育、醫療、商業
零售，互聯網等行業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 後疫情時代內地經濟逐步復甦，早前
備受困擾的民航業，也審時度勢頻頻出
手，把握危中之機。雖然全行業機票降價
潮或令廉航競爭加劇，但內地最大的民營
航空公司春秋航空已開始多管齊下，且獨
闢蹊徑開拓了更多新興小眾航線，以期結
合集團旅遊產業共攬客源。

直飛寧夏票價低至99元
日前春秋航空開通了唯一一條上海直飛

寧夏中衛航線，最低票價僅為99元。集沙
漠、黃河、高山、濕地、綠洲、湖泊為一
體的中衛，雖兼具江南之秀美、西北之雄
奇，對多數人而言並非耳熟能詳。
春秋航空董事長王煜也在接受採訪時透

露，若疫情防控繼續取得積極進展，今年
暑期的客座率還是有望回到90%以上。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機場管理局本周發表截至
2020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2019/20年報》。
受到2019冠狀病毒病的影響，香港國際機場客運
量及飛機起降量分別下跌18.9%及12%，至6,090
萬人次及37.74萬架次。貨運量於2019/20年度亦
受到國際貿易糾紛打擊，同比減少7.3%至470萬公
噸，然而，香港國際機場連續第十年保持全球最繁
忙貨運機場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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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機場客運量按年跌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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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航空日前開通了唯一一條上海直飛
寧夏中衛航線。 上海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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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樂善堂」與伙伴機構「學校起動」計劃以及香港大學社會科學
院一同發動「樂善堂轉贈愛計劃 We Share! We Can!」，旨在呼籲各界
人士捐出政府派發的1萬元，轉贈至因疫情而陷入經濟困難的基層學生
家庭，樂善堂在「零行政費」下，處理個案並將善款直接捐予學生，解
學生家庭的燃眉之急。
談到計劃如何幫到受惠個案之真正需要，總幹事劉愛詩表示，以其中

一個幼稚園學生個案為例，就讀K2的家家，與哥哥和父母一家四口住
在劏房，作為家庭經濟支柱的李爸爸在疫情前從事維修電梯工作，新冠
肺炎疫情爆發後，李爸爸於4月份開始失業，四處尋找工作，也未收到
回音，在沒有收入的情況下，家庭主要開支包括每月6700港幣劏房房租
及6000港幣伙食即時難以維持，捉襟見肘。家家的班主任見到「樂善堂
轉贈愛計劃」報道，幫家家申請計劃，推薦予樂善堂，在短短一星期，
將善長捐贈的10000港幣，轉贈至家家的家庭，以解決他們一家四口之
經濟困難。家家的父親和母親十分感激善長的捐贈，並表示會積極尋找
工作，令一家生活回復昔日的安穩。

樂善堂以「零行政費」
收集善款，全數善款轉贈
予有需要之學生，善款愈
多，該堂將考慮擴展至學
界，讓更多有需要學生受
惠。捐款可上：www.lok-
sintong.org 網址或 What-
sApp/熱線5485-1633。
九龍樂善堂與伙伴機構

「學校起動」計劃以及香
港大學社會科學院發動
「樂善堂轉贈愛計劃We Share! We Can!」，為93間學校包括「學校起
動」計劃76間中學以及樂善堂轄屬17間中學、小學及幼稚園在復課日
（2020年5月27日）開始，為有家庭財政困難之學生提供一次性緊急經
濟援助，個案將由學校校長或班主任推薦。

百達翡麗慶祝旗下位於Plan-les-Ouates（日內瓦）全新
生產大樓落成，特此創製一款Calatrava獨家精鋼腕錶，
獨特設計足以令鐘錶收藏家屏息凝氣，引頸以待。
Calatrava編號6007A-001新款時計，錶殼與闊大拱面

錶環由精鋼製造，經打磨處理，令腕錶倍添突出。精鋼
款式在百達翡麗時計系列中難得一見，備受鐘錶鑒賞家
渴求。錶面設計無與倫比，格調活潑。例如時數環上以
三角標記組成路軌分鐘刻度。巴頓式中空時針與分針，
令人想到Calatrava編號6006時計 (自2017年起成為所屬
系列一員)。324 SC自動上弦機芯結合日期顯示，顯示窗
設於錶面3時位置。錶面採用阿拉伯數字，種種特色造就
錶面佈局明亮，散發躍動氣息。鮮明的平面繪圖風格，
突顯錶面的技術個性。灰藍色調是錶面一大特色元素，

搭配表面透現的旋轉式打圈磨拭加工效果，映襯錶面白
色壓印細節、錶面數字及白金白色塗漆夜光指針，對比
分明。
錶面中央展現「碳纖風格」紋理，隨着光線顯露效

果，讓人玩味。腕錶另一特色，小牛皮錶帶綴以白色縫
線，搭配針扣，錶帶紋理浮凸有緻，叫人想到紡織布
料，顏色與質感和錶面中央合襯無間。
腕錶Calatrava編號6007A-001紀念時計，以限量方式推

出1千枚登場。腕錶直徑40毫米，配以寶石玻璃錶殼底
蓋，表面添上卡勒卓華十字星圖案及「New Manufacture
2019」字樣。「2019」標誌首批作業小組遷至全新生產大
樓的年份，百達翡麗歷史從此開新章節。腕錶獨有造型設
計，正是代表該品牌最新一章的恆久象徵。

日前，The AMAZING Museum舉辦了「The AMAZING Museum
鑽石藝術博物館─ 各國領事預覽之夜」活動，邀請到30多位總領

事和名譽領事，以及香港旅遊發展局代表聚首一堂，於展館公開開放前
蒞臨率先預覽，觀賞世界級的璀璨鑽石藝術品，近距離感受令人驚嘆的
鑽石光芒及魅力。
The AMAZING Museum 冠玲瓏鑽石藝術博物館開放時間，星期一至五
11:00-17:00，星期六及日13:00-17:00。地址，九龍紅磡鶴園東街4號恆藝
珠寶中心1樓8-12室。門票價格，200港幣（新張期內回贈200港幣現金
券）。預定門票網站，https://theamazinggallery.simplybook.asia/v2/，查
詢熱線2334 2299。

由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下稱「工作室」）主辦、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
金捐助的「賽馬會『看得見的記憶』藝術教育計劃」（下稱「看得見的記
憶」），為配合第二階段主題「建築」，原擬定於各大公眾場所及校園舉辦展
覽，鑑於疫情影響，考慮公眾及參與者安全，轉化實體展覽為「掌上展覽
館」，各界反應正面積極。除了獲50所學校參與外，為接觸更多不同的社會階
層，計劃同時成功推廣至逾20家非牟利慈善機構，一共接觸超過35000名學生
及市民大眾，與學界及社會各界分享藝術文化的趣味。「掌上展覽館」以「校
園」為題，透過紙本模型與多媒體形式，回顧昔日與教育相關的建築，發掘當
中收藏的意義，啟發今天的教育空間。
「看得見的記憶」於本學年內，舉辦外展教育工作坊及網絡教育工作坊，合
計錄得逾15000名學生參與。其中網絡教育工作坊更於短短3個月內累計超過1
萬名學生參與。除了教育工作坊外，「看得見的記憶」亦於今年農曆新年期
間，分別在大埔林村許願廣場及元朗錦田盈匯坊舉行《築福》展覽，配合AR互
動遊戲、利是封創作活動及充滿知識和趣味性的展板，與市民一起認識中國傳
統建築對家人祝福的寄意。

日內瓦百達翡麗最新限量版時計登場

「看得見的記憶」
化傳統實體展覽為「掌上展覽館」

樂善堂轉贈愛計劃We Share! We Can!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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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瓦百達翡麗最新
限量版時計登場。

■家家親手畫了一幅圖畫以感激善長的捐贈。

The AMAZING Museum 鑽石藝術博物館

■The AMAZING Museum展品豐富，並設有鑽飾專櫃，讓遊客飽覽璀璨鑽飾。

正式開放正式開放
擁有10個健力士世界紀錄展品，全球首個健力

士為主題的冠玲瓏鑽石珠寶藝術博物館 The

AMAZING Museum由古珀行珠寶有限公司營運，

展館於2019年開幕，過往一直是私人展館，為配

合旅發局發展本地旅遊景點政策，決定 6月22日

起正式對外開放，古珀行主席沈運龍冀望展館能

成為香港嶄新的鑽石藝術主題旅遊景點，為香港

旅遊業及海內外遊客提供一個特色展館和全新的

景點體驗，並藉此推廣全球唯一擁有10個健力士

紀錄的原創珠寶品牌及讓更多人認識香港揚威海

外的驕人成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