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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香港國安法實施，美國宣布撤

銷對香港的特殊地位，並禁止軍

民兩用技術出口到香港，香港工

業總會主席葉中賢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認為，美方相關措施對香港工業的影響不

大，主因香港的工業和製造業絕大部分在內

地，即使經香港轉口到美國一早就被徵稅。

同時，過去兩年因中美貿易戰，向內地製的

產品已徵收不少關稅，港企亦早做了多方面

準備，包括搬到東南亞尋找替代技術，廠家

已適應現時困難的經營環境。

撤特殊待遇 禁高科技輸港？

對於美國高端科技輸出香港將會受到怎樣的影響，葉
中賢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純粹香港製造

出口到美國的港產品，佔香港總出口到美國的比例少於
1%，所以從美國取消香港產品優惠稅率這個環節上，不
用太擔心。假如美國真的全面對港停止高科技輸出，香
港的廠家例如是晶片公司其實在貿易戰展開後，已開始
尋找其他地區的技術以取代美國技術。

限高科技出口 對美企影響更大
他表示，近兩年因為中美貿易戰，美國已逐步收緊科

研項目輸出，「美國的科研項目不是不來香港，但審批
時間很長，就算來到香港也限制不可以輸出到內地，或
者是只能限用於在大學內作學術研究。日後美國的高端
技術真的不再輸到香港，也只是對香港小部分科研項目
有影響。」
惟葉中賢進一步解釋指，對於美國公司來說，很多公
司會利用香港作為轉口點，將高端科技輸出到其他國
家，美國收緊技術出口到香港，反而會對美國公司構成
不便。

內地復甦快 港企逐漸減美生意
葉中賢說，過去兩至三個月內地市場復甦得快，內地
目前最大的貿易夥伴是東盟，其次是歐盟，第三才是美
國，而香港廠商大多數以內地為生意基地，所以美國對
香港實施制裁，相信只對心理上層面有影響，實際上，
長遠來說經濟損失部分很小。
工總早前向會員做了調查，「假設中美貿易戰持續升
溫廠商下一步會怎樣做？第一，大部分廠商稱最想是開
拓內地市場，因為今時今日內地已經是最大的消費市
場；第二是開拓新產品；第三是想開拓東南亞市場。」
他說，香港廠商都很明白接下來的生意，不可以全部放
在美國，一定要將市場分散，「由此可見廠商們對經營
環境不是太過悲觀！」
葉中賢又道出廠商們目前在美國的經營情況，「有會
員銷貨到美國，惟當地的百貨公司或商場的客戶破產，
導致收不到貨款，由此可見美國有不少公司都面對營運
困難，在美國經濟前景不太理想之下，有不少廠商均希
望將風險分散，積極開拓其他市場。」

香港營商能賺錢 外資不會抗拒來
葉中賢續稱，將來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香港最適宜做國際性生意，面對東亞南也很方便，即使
日後或會減少了美國的投資者，但以商家角度來看，做
生意是以利潤行先，政治從來不是商家的首選，所以如
果香港是做到生意、有利潤的地方，不相信美國人不來
香港投資及做生意，「海外投資者或機構如想進軍內
地，在香港設立基地仍是他們的首選。」
事實上，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美國商會在7月1日

發表聲明，指希望特區政府可向其會員解釋法律如何實
施，及如何影響美國企業在香港經營及投資。又指該會
50多年來致力維護香港的國際商業中心地位，並與香港
特區政府合作，支持將香港建設成世界商業中心，並融
入法治、信息流通及全球聯通的共同價值觀，並強調將
會繼續視香港為國際業務基地。

紡織商郭志雄：做美企生意要更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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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葉中
賢表示，工總就實施香港國家安全法
及美國撤銷對港優惠待遇的影響，於6
月11日至16日向會員進行了問卷調
查。調查結果顯示，接近四分三受訪
企業表示支持香港國安法；接近八成
受訪企業同意，實施香港國安法會
「穩定營商環境」和「保障香港市民
生命和財產」；約七成受訪企業同意，
此法能「穩定本地投資者信心」。

有利經濟復甦和長遠發展
根據調查結果，工總認為香港國安

法的立法，對於本港經濟復甦和長遠
發展有利，相信這亦是商界和市民的
共同願望和利益所在。
香港國安法6月30日獲全國人大常
委會通過後，工總當日發表聲明，認
為香港正面臨肺炎疫情、美國制裁措
施等內、外考驗，實施香港國安法
後，有助建立一個穩定的營商環境，
增強本地及外國投資者的信心，讓經

濟穩健發展，改善民生，讓市民安居
樂業，是民心所向。
事實上，近日本港各界對於香港國

安法的實施，都認為會起到令香港由
亂變治、有助社會回復穩定，有助疫
後經濟加快復甦的作用。其中，香港
總商會總裁梁兆基早前指出，訂立香
港國安法不會影響本港的競爭力，若
外國因訂立法案而制裁香港會是國際
的損失。他形容今年對香港來說是一
個困難的年份，希望社會的爭拗以及
中美關係可以逐漸緩和，令香港可以
走出經濟困局。

商界對國安法持正面看法
根據總商會今年5月26日至29日進

行的調查，訪問了本港418家企業，
調查顯示，54%受訪企業認為法案在
短期內難免會對其業務有負面影響，
61%企業預計法案長遠將對其業務帶
來正面或不認為會有任何影響；就日
常業務營運來說，只有25%受訪會員

預計法案將帶來負面影響，高達75%
認為會產生正面或不會構成任何影
響。總商會認為，商界對香港國安法
長遠大致持正面看法，企業主要關注
是短期內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或會影響
營商信心。
總商會在6月30日發表聲明指，香
港經歷自去年起的社會動盪後，香港
國安法的通過有助社會回復穩定，以
及消除不確定性。暴力騷亂經已損毀
香港作為一個安全的國際城市的聲
譽，商務旅客和遊客因而對香港卻
步。企業繼而再遭受到冠狀病毒疫情
進一步的打擊。因此，當經濟邁向復
元之際，總商會希望香港國安法能夠
創造一個香港急需的穩定環境。
總商會又指，很多司法管轄區都實
施類似的國家安全法律，國際企業對
在此環境下營運應不會陌生。隨着香
港國安法的實施，期望今後法紀和治
安得以維護，有助香港恢復穩定的營
商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
香港國安法日前正式實施，美國宣
布撤銷對香港的特殊待遇地位，本
地紡織公司逢發織造總監郭志雄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認為，對出口
有一定的影響，加上美國有不少公
司申請破產，廠家將來做美國客生
意將會更加小心。
他指，美國有不少服裝公司根據

美國破產法第11章提交了破產申
請，不少香港紡織業的同業因此而
受到影響，因為一旦美國的客戶申
請破產保護，香港這邊就很難取回
貨款。

力拓新市場
郭志雄表示，外國的新冠肺炎

疫情仍未緩和，所以海外訂單未
回復疫情之前的水平，所以目前
以本地需求為主，但數量不足以
彌補海外訂單，所以該集團正積
極開拓新市場，「我們旗下利用
針織發熱技術的產品KnitWarm
(織暖)都希望短期內可以開拓到澳
洲市場。」但他坦言開拓一個新
市場需要解決不少問題，例如是
當地的零售銷售點、如何供貨等。
被問及香港國安法立法對本港營

商環境看法，郭志雄稱現時營商環
境不理想，其實受到經濟不景氣的
影響，目前就算疫情已有紓緩，但
消費者的消費意慾仍不高，主因
經濟基本層面始終不理想，所以
都不敢想像日後的營商環境會變
成怎樣。
他續稱，該集團有申請政府的保

就業計劃，雖對公司的營運是有補
貼，但現在問題是要如何做到「開
源」，因為出口幾乎已經「唔使
諗」，而本土消費除了必需品之
外，其他非必需品的消費未見有回
復跡象。

七成廠商：國安法穩定投資者信心

■■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葉香港工業總會主席葉
中賢認為中賢認為，，美方撤銷香港美方撤銷香港
的特殊地位對香港工業的的特殊地位對香港工業的
影響不大影響不大，，主因香港的工主因香港的工
業和製造業絕大部分在內業和製造業絕大部分在內
地地，，即使經香港轉口到美即使經香港轉口到美
國一早就被徵稅國一早就被徵稅。。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 逢發織造總監郭志雄逢發織造總監郭志雄((左左))
稱稱，，美國服裝公司申請破產對美國服裝公司申請破產對
香港紡織業有影響香港紡織業有影響。。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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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3周年
之際，《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
護國家安全法》正式生效，這對於香港經
濟、金融、社會而言可謂振奮人心，傳遞出
更加明晰的政策指向，預示着更加穩定的發
展前景。儘管當前香港仍面臨內外諸多困
難，但我們認為，陽光總在風雨後，任何挑
戰都無法阻擋香港的長期繁榮，我們堅信，
國際金融中心的深厚底蘊和互聯互通大格局
下的獨特作用將助力香港經濟金融在風雨之
中果敢續航、行穩致遠。

續背靠祖國外接世界
其一，香港作為成熟開放經濟體和國際金

融中心的深厚底蘊深受國際市場認可。回望
過去，經過180年的演變和發展，香港成為
全球經濟金融體系中一個重要的節點。特別

是在亞太經濟圈內，香港始終具有獨特性和
唯一性。這不僅體現在香港金融服務產生和
分配的管理趨於一體化、全球化，資金融通
方式逐漸從國際借貸中心向國際資本中心側
重，金融機構高度集聚且彼此合作緊密，投
資者結構以本地、歐美為主逐漸擴展到中國
內地、亞太等其他國家或地區，也表現為香
港資金和信息自由流動、稅制簡單、監管制
度穩健、法治和優質專業服務的優勢依然長
期存在，從而依然是全球最具有競爭活力和
便利營商環境的經濟體之一。
其二，香港仍將繼續扮演中國與全球交往

「超級聯繫人」的關鍵角色。背靠祖國外接世
界，努力不懈、堅毅不屈的「獅子山精神」成
就了香港經濟金融的歷史性騰飛。儘管當下有
逆全球化、保護主義、孤島主義等不利因素，
但香港作為內地與國際市場「超級聯繫人」的
優勢與特質並不會發生任何變化。在過去四十
年改革開放大背景下，香港資本市場的資產方
主要依託中國經濟，資金方主要依託海外市
場，而這一由歷史形成的互補關係也將隨着中
國經濟金融體量的增長、雙向開放的進一步深
化而不斷動態調整。隨着香港進一步融入國家
發展的大局之中，「超級聯繫人」的內涵也將
進一步升級，並成為持續吸引全球資金流入的
重要加持。
其三，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用好互聯互通

是香港長期發展的巨大機遇。面對日益複雜
的國際形勢，融入區域和國家發展是提升香
港競爭力的關鍵舉措。自去年2月國務院正
式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後，
今年5月發布的《關於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的意見》又進一步提出26項具體措
施，包括優化完善「滬港通」、「深港通」
和「債券通」等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安排等。
根據統計，截至2019年底，在港上市的內
地企業，包括H股、紅籌股及民營企業的總
市值佔港股總市值73%。
歷年來，內地投資者通過「港股通」買入
港股、境外投資者通過「陸股通」買入A股
的淨成交額累計都已超過1.1萬億元人民幣。
此外，自「債券通」北向交易於2017年7月
開通以來，境外機構持有境內人民幣債券總
量也由0.9萬億升至超過2.4萬億元人民幣。
近期，在粵港澳大灣區開展「跨境理財通」
業務試點的政策有望盡快啓動，這有利於把
香港金融業的直接服務腹地擴至人口超過
7,000萬的粵港澳大灣區。隨着各類互聯互通
措施的繼續深化和擴大，香港作為離岸人民
幣中心的角色定位還將繼續強化，香港將不
僅是全球投資內地資本市場的重要跳板，也
是內地資本市場國際化進程的重要拼圖。
其四，中概股回歸熱潮將奠定香港以優質

金融服務支持新經濟企業的標杆地位。當

下，中概股回歸香港上市的大潮方興未艾，
香港的資金融通便利性和貼近大中華市場和
投資者的優勢將助力其長遠發展為中概股回
歸的主要承接地。除了中概股回歸外，隨着
人工智能、金融科技、5G等相關技術不斷
發展，其帶來的大中華地區新經濟崛起，更
將為香港的數字經濟和金融業態培育和發展
注入新動力。根據《2019胡潤全球獨角獸
榜》，中國現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擁有最
多獨角獸企業的國家。與之相應，自港交所
於2018年4月完成上市規則改革後，過去兩
年共有84家新經濟企業在香港上市，募集
資金超過3,000億港元，佔同期香港市場新
股集資規模近51%，也使香港於2018和
2019年連續兩年成為全球新股集資規模最
高的市場。展望未來，更多內地新經濟企業
以香港作為海外上市融資的首選地，將奠定
香港作為全球新經濟融資中心的標杆地位。

冀金融發展空間更大
其五，經歷了無數風雨的洗禮，獨特的優

勢和強大的後盾助力香港砥礪前行。憑藉自
身的獨特優勢和深厚底蘊，香港經濟在風雨
中一路篤定遠行。歸根結底，中國經濟的持
續發展是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底氣所在。事
實上，在過去四十多年改革開放的進程中，
香港一方面不斷貢獻自身經驗，另一方面是

內地經濟發展的最大受惠者之一。特別在過
去幾年內地金融開放提速下，香港更發展成
為內地資本市場與國際資本接軌的主要橋
樑，吸引了全球資金的流入，成為比肩紐
約、倫敦的國際金融中心。成熟的經濟體
制、充足的外匯儲備、完善的金融監管，加
上背靠祖國這一強大後盾，我們堅信香港將
一如既往地攻堅克難，維護好自身經濟金融
穩定，再度揚帆起航。
最後，作為在港金融從業人士，我始終堅
信香港的未來陽光燦爛。去年以來，香港經
濟、金融、社會均面臨一些挑戰，但歷史經
驗表明，香港總能迎難而上並再創高峰，我
相信這次也不會例外。在疫情衝擊仍在持續
的當下，危與機並存，務實從容地做好本職
工作，是成就香港美好未來起點。作為扎根
香港的中資金融機構，工銀國際始終積極致
力於為全球客戶提供全方位的投融資服務，
助力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經濟社會發
展。
我們堅信，在中國改革開放提速和全球經

濟格局變遷的歷史機遇下，以中概股回歸、
互聯互通、「一帶一路」、大灣區建設和數
字經濟進化等關鍵要素為契機，香港的專業
金融服務將站上更加宏大的舞台，工銀國際
也將全力在這一過程中為香港經濟金融「再
出發」貢獻一份力量。

香港經濟金融：陽光總在風雨後
安麗艶 工銀國際行政總裁

工總葉中賢工總葉中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