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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馬翠媚

「香港國安法」由昨日起正式實施。在消息公布前，美國已宣

布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及撤銷出口豁免，然而對港股並無影響。恒

指在半年結日反覆上升，全日升 125 點報 24,427 點，成交近

1,225 億元。市場人士認為，香港國安法推出後，社會回復安

寧，不單港股會趨穩定，也有利吸引投資，更有助促進大灣區經

濟圈發展，以及為內地加快放寬市場提供動力，故訂立香港國安

法對大市實屬利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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懶理美制裁 港股起迎國安法
「亂變治」利吸投資 促進大灣區經濟圈發展

美國撤銷香港特殊待遇地位影響

美國去年出口香港的軍事設備 過去需取得美國批准出口
到香港的物品

2018 年，有 4.327 億美元貨品依
據美國商務部豁免輸往香港，主要
是與加密、軟件及科技相關的貨
品。

2019年，美國國務院批准向香港政
府出售了價值約240萬美元的受管制
防禦裝備和服務，其中約140萬美元
已交貨。包括可用於軍事用途的民用
技術及碳纖維，碳纖維可製造高爾夫
球桿，也可用於製造導彈。

在港股昨日開市前，美國宣布取消香港特殊待遇地位，但無
礙恒指高開，早段最多升近300點。午後雖曾倒跌30點，

但很快站穩，尤其在「北水」支持下，騰訊(0700)及港交所
(0388)大升，支撐港股全日升125點或0.5%。昨日港股全日淨
流入達52.2億港元，是3月25日以來最多。騰訊昨日最高見500
元，收報498.6元，升2.6%，創收市新高。港交所亦破頂，首
破330元大關並以此報收，升幅3.1%。

鄧聲興：減少不穩定因素
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鄧聲興表示，香港國安法推出後，本港
將「由亂變治」，反而減少了市場不穩定因素，相信可改善整
體投資氣氛，並有利吸引投資。他形容，國安法的實施猶如香
港「二次回歸」。
鄧聲興預料，香港國安法推出後，內地會加大力度發展大灣
區經濟圈，對大灣區包括香港的經濟都會有促進作用。此外，
國安法的訂立也為內地加快放寬市場提供動力，例如批准更多
「互聯互通」的措施出台，以及推出惠及本港業界的准入市場
的政策。
「若問我下半年及明年的經濟情況如何，我在今年初其實並
不樂觀，但推出國安法後，我對後市的看法明顯好轉，港股可
能回升上28,000點水平。」他續說，未來12個月，疫後復甦、
充足流動性、大灣區發展，以及國安法的利好因素，都有助推
動大市。

郭思治：市場反應較平靜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郭思治亦表示，市場對香港國安

法落實早有心理準備，無論是對於本港營商環境抑或政治氣候
等，市場反應亦較為平靜，因此昨恒指亦收升125點。對於市場
憂慮或有走資說法，他坦言本港資金一直都是自由進出，資金
有流出流入是很正常，暫時也看不到美國對香港採取相關制裁
措施對本港會帶來太大影響，加上美國目前疫情較嚴重，相信
會再對港推出新制裁措施機會較微。

溫傑：後市樂觀料試25000
光大新鴻基財富管理策略師溫傑亦認為，香港國安法對大市
的影響早已消化，即使7月上旬大市出現整固，在24,000點已
有所支持，相信整固後會進一步上試25,000點。他進一步指
出，流動性充足及疫情緩和固然是支撐大市的因素，而中國
PMI數據好過預期也為大市提供動力。
至於美國會否因為香港國安法的推出而加強制裁的力度，溫

傑直言，中美的緊張關係一直是市場的不明朗因素，但他相
信：「美國是不敢『加辣』推出太強硬的措施，只會裝裝樣子
而已，因為若力度大到打擊股市表現，將不利美國總統特朗普
的選情。」
溫傑不認同近日有大量北水湧港撐市，他相信當中的大部分
北水是來自民間、特別是深圳的股民。「因為近期表現好的港
股主要屬新經濟股、科技股及醫藥股，而非過去『國家隊』喜
愛的內銀、內險股等。」故此，國指昨日僅進賬不足1點，收報
9,758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美國商務部
昨表示將暫停給予香港的特殊地位，會對香港金融
中心地位及兩地貿易帶來何種影響？中國人民大學
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劉英對香港文匯報表示，香
港作為面向全球的獨立關稅區，其地位是由中國給
予的，而不是美國恩賜的。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是
面向全球，並不會因為美國一個國家的取消而改
變。相信中央將會繼續出台一系列支持香港的政
策，將兩地經濟貿易金融更為緊密連接，消化美這
一舉措可能帶來的短期影響。
劉英指出，內地近年來出台了多項擴大金融對外開

放的措施，例如擴大外資股比限制、大幅放寬金融業
市場准入、落實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等，同
時，強化了香港作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資金進出內
地的重要橋樑角色。這都凸顯了國家是香港的堅實後
盾。不僅會確保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也為香港金融
產業鏈以至其他專業服務帶來龐大的商機。

撤港特殊地位 美企更傷
劉英強調，取消香港特殊貿易地位的影響是雙面

的，而對美國而言顯然更大。香港是美國幾乎唯一
的最大順差地，去年，美國從香港賺取的貿易順差
超過2,000億港元。但香港與美國的貿易額僅佔香港
外貿總額約6.2%，而且受影響的只是香港出口到美
國的部分，合計36.76億港元。此外，美國有超過
1,300家企業在港營運，包括眾多主要的金融公司。
對急於解決貿易赤字的美國來說，香港的價值不言
而喻。
劉英指出，香港是許多全球大企業的地區總部，

對外資企業而言，全球第一大消費市場、龐大的內
地市場仍然是一個巨大的吸引力。投資香港，幾乎
等同於分享中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紅利。而美國這
種損人不利己的做法，其實傷害的是美國企業和人
民的利益。
撤離香港，美國企業第一個不答應。在中國美國

商會3月份所做的調查中，香港美國商會的企業接近
100%選擇留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黎梓田）香港國
安法獲得通過，
美國昨宣布取消
香港特殊地位，
本港中小企指早
有準備，美國的
措施對業務影響
輕微，同時認為
香港國安法實

施，有助回復社會及人心穩定，有利營商
及經濟發展。
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吳國安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美國撤銷香港
特殊地位對其業務並無影響，公司早於
一兩年前已不在美國進口原材料，轉至
東盟入貨，因東盟入口內地又無需關
稅，「本身業務的科技含量低，但美國
生產的產品在歐洲、日本都可找到代替
品，中國人用返中國貨仲好，又唔驚佢
突然唔賣。」

吳國安：不擔心外資會撤走
對於香港國安法實施，吳國安認為對香

港是好事。他說：「營商最緊要是人心穩
定，以前自己出街都會驚，周圍吵吵鬧
鬧。」他又不擔心外資會撤走，「條例對

於一般企業完全沒有影響，中國一早都有
國安法，美資都去開廠，點會怕香港有國
安法？國安法實施後，外資反而不用擔心
被破壞店舖，好似滙豐銀行的玻璃都被
『扑爛晒』，之後相信啲人唔會咁猖
狂」。對於有人擔心香港人的自由度會下
跌，他表示香港回歸以來都享有很高自由
度，甚至較英國統治時更開放。

地產代理：不影響「一國兩制」
置業號行政總裁廖遠南從事多年地產代

理生意，他亦向記者表示，從物業市場來
看，香港國安法對香港人有不同影響，有
人認為可以減少動亂，能產生穩定社會民
生的作用，打算長期居留香港的市民也會
較安心；同時也看到有擔心香港局勢或者
被美國制裁的人賣出物業及移民，包括一
些外資機構。但整體而言，他認為香港國
安法令內地對在香港的投資信心加大，有
利物業市場。
廖遠南認為，香港國安法不會影響「一

國兩制」，香港國安法的目的是維持國家
安全、主權統一；「一國兩制」是維持香
港人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及經濟制度不
變，兩者針對的範疇不同。他又提到，澳
門早於2009年實施類似國安法的《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而澳門的經濟照樣得到
發展，市民的生活也沒有受到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周曉
菁、殷考玲）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
港國安法前，美國宣布對香港採取部分
制裁措施。本港商界認為美國的制裁會
為商界帶來一些不便，但總體上相關制
裁措施對本港影響輕微，同時相信美國
將制裁措施擴至金融業機會很低。
美國昨宣布撤銷香港特殊地位，美國商
務部已暫停對香港優惠待遇，包括暫停提
供出口許可證豁免，並已即時停止出口防
衛設備予香港，並會進一步限制軍民兩用
科技出口，而未來繼續評估撤回其他特別
待遇。

梁兆基：對美出口額不大
香港總商會總裁梁兆基昨認為，美方對

軍用設備出口原本已有嚴格措施，因此相
信美國有關措施或許只會對某些行業帶來
影響。他亦預期，就算美國對香港實施關
稅方面的制裁，對本港經濟影響也屬輕
微，因為本地產品出口到美國的金額並不
大。

陳鳳翔：可制裁範圍有限
財經界資深人士陳鳳翔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認為，香港國安法通過，美國作
出反應是很自然的做法，但美國對香港
「可制裁的範圍有限」，料美國後續也不
會有更激烈的反應。陳鳳翔直言，香港無
需國防，本地安保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區
之一，僅去年的社會運動對本地治安造成
了一些影響，但基本上都不會用到美國的
出口國防性質產品，這對香港的社會和經
濟都不會造成影響。
美國對香港出口的科技貿易非常小，香

港商經局資料顯示，過去3年受美國出口
管制的產品出口往香港而獲該局豁免許可
證的出口總數，每年約為4億至5億美
元，主要為電訊及資訊安全產品和電子產

品。陳鳳翔認為，香港需要使用高端科技
儀器的公司不多，相關大學學科調研也非
這些產品不可，學術層面的發展不會受到
太大影響。

李若凡：貿易程序複雜化
華僑永亨銀行經濟師李若凡昨接受訪問

時也表示，美國取消對港優惠關稅待遇對
香港的影響不大，她相信美國目的旨在令
雙方貿易程序複雜化，不過美國若禁止出
口敏感技術到香港，或會影響內地和香港
的高科技行業發展。
另一方面，李若凡提醒要留意美國後續

行動，因為若日後還有制裁措施是涉及香
港的金融領域，對香港構成的影響相信會
較大。對於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國安法，
李若凡稱市場對此大多抱以觀望態度，因
為有待條文公布。

制裁料擴至金融業機會微
對於有市場人士憂慮美方對本港制裁或

進一步擴至本地金融業，梁兆基則認為美
方制裁香港金融業的機會很低，主因香港
作為金融中心，與全球金融緊密連結，因
此一旦香港受制裁，全球市場也將連帶受
影響。

廠商：營商最緊要人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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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商務部宣布撤銷香港的特殊待遇地位，暫停對香港執行

優惠待遇的法規，包括出口許可證豁免，並正就進一步消除差

別待遇進行評估，以及美國政府即時停止向香港出口防衛裝

備，並會採取措施，對軍民兩用技術施加同樣限制等措施。

事
件

商界：美制裁對港影響微

取消予香港不同於中國內地的待遇，則原產於香港出口到美國的大

部分產品有可能被額外徵收7.5%到25%的高關稅。按照美方的統計

口徑，在加稅清單上受影響的貨值是32億美元左右，是香港統計口

徑的10倍。

■梁兆基認為，美國制裁香港金融業的機
會很低。 資料圖片

響影 1 停止向香港出口防衛裝備

關稅政策或變更

資料來源：路透社

■吳國安認為，香港
國安法實施，對香港
是好事。 資料圖片

響影 2

總值逾7500萬美元

8585%% ((引擎或渦輪機引擎或渦輪機))

10%

(軍事零件)
5%
(坦克、火砲、導彈、
火箭、槍械和子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