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美國政府早前下令，由9月25

日起，所有香港製造的產品並出

口到美國時，不能再標記為「香

港製造」，並須標記為「中國製

造」。商經局局長邱騰華昨與商

界會面商討對策，他批評美國做

法野蠻、無視事實，又指新規定

只是美國單方面的做法，不符合

世貿有關產地來源的規例。他指

新措施雖然只對個別行業有影

響，但政府會研究採取行動維護

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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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港貨利益港府研究維權
美要求「香港製造」標為「中國製造」做法野蠻

有片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商務
部部長助理任鴻斌昨日在京應詢表示，近期，美國
相繼出台一些限制措施，主要以香港國安法為由，
宣布取消香港特殊待遇、暫停出口許可豁免等，這
些措施嚴重干涉了中國內政，破壞中美關係，損人
不利己。他強調，商務部將積極採取措施，進一步
加強內地與香港的經濟融合，
任鴻斌昨日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歷史上，
香港依託其優越的口岸條件、便利的人員往來、優
質的服務、便捷的通關，成為全球重要的自由貿易
港之一。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香港與內地的經貿

往來日益密切，優勢互補，在內地對外貿易發展中
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香港單獨關稅區的地位並非美
國能夠賦予，是由世貿組織規定並被所有成員接受
和承認的。隨着CEPA貨物貿易協議的簽署實施，
內地與香港貨物貿易自由化便利化進一步的深化，
香港在中國對外貿易中還將發揮重要作用。
「我們將積極採取措施，進一步加強內地與香
港的經濟融合，在CEPA框架下進一步擴大開放、
支持香港全面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推進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推進香港穩定繁榮和發展。」任鴻斌
說。

香港文匯報訊 創科局局長薛永
恒昨日接受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
訪問時表示，美國限制國防產品及軍
民兩用技術出口香港，可能會令香港
的企業感到不便，但受管制的產品只
是一般通訊器材和電子零件，可以由
其他地方入口，而且香港的公司和科
研單位，在中美貿易戰中，已習慣科
技產品的管制，因此美國的做法未必
影響到香港科技發展。
薛永恒強調，美國對中國內地及香

港的官員實施制裁是霸凌行為，不知
所謂。他又指，他在美國沒有資產，
也沒有外國護照，是土生土長的中國
人，生於斯、長於斯，也很可能「死
於斯」，完全不害怕會遭受制裁。

社會穩定有利科創企業吸資
他指，這個世界並非只有美國供應

科技產品，還有歐洲、日本，包括自
己國家的高科技產品，美國對出口香
港科技產品的管制完全是損人不利己

的行為。
去年香港社會不穩，導致大眾有很

多不安，這個環境反而會阻礙香港科
技的發展。他舉例指，香港創科公司
吸引風投基金在2018年高達163億
元，然而到去年只有90多億，大跌到
只有2019年的六成，社會不穩影響投
資者來香港投資。
他期望香港國安法帶來平穩的社會

環境，對香港科技發展帶來正面作
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運輸
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專訪時表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
分，將「香港製造」改為「中國製
造」，在產品層面而言並沒有分別，
對香港貨運量影響不大。他強調，美
國和香港均是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之
一，直言美國舉措需要符合世貿相關
規定，並指特區政府正研究並保留向
世貿投訴的權利。
陳帆昨日接受專訪提及美國最近的

霸凌行為時，一度氣憤得哽咽起來：
「最近美國制裁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
特區政府官員的行動，令特區政府感
到十分憤怒……」

美國連串行動是挑釁及霸凌
他指，美國出台「香港人權與民主

法案」、「香港自治法案」，以及最
近制裁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
官員、禁「香港製造」等有序的所謂
「行動」，充分暴露了美國是處心積
慮去挑釁及霸凌中國。
他強調，自己身為特區政府官

員，對美方的制裁無畏無懼，會繼
續堅持信念，守緊崗位，繼續為國
家和香港提供應有服務，堅決抵制
有關行為。他希望美國作出深切反
省，不能以一己之私去干預別國內
政。
對香港國安法的落實，陳帆強調，

只要細心「諗一諗」就知道，在維護
國家主權，維護國家安全，維護國土
完整這三個原則上，任何國家的國民
都有其義務和責任：「美國本身也有
國安法，也有其執行機制和機構，但
當我們國家在香港做同樣事情時，卻
受到美國所謂『制裁』，充分顯現美
國的雙重標
準，粗暴干預
中華人民共和
國內政，因此
我們必須堅決
反對，向美國
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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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局長
邱騰華(中)昨
日與工業總會
主席葉中賢
(左)及中華廠
商會聯合會會
長吳宏斌(右)
召開記者會，
回應美國要求
香港產品標為
「中國製造」
的做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邱騰華昨表示，每年在香港本土生
產並出口到美國市場銷售的貨物

價值約 37 億港元，佔總出口少於
0.1%，受影響行業包括珠寶、食品、藥
品、鋁材等，將會留意情況。他認為，
在這個不合理條款下，「有一個受影響
都嫌多」。長遠來說美國單方面野蠻行
動，也會削弱港商與美國做生意信心，
個別廠商會有自己考慮。美國政府也有
責任要向美國商界、買家澄清擔憂，產
品是否與事實相符、會否引起關稅問
題。

港商憂慮增 諮詢法律意見
出席記者會的中華廠商會聯合會會長
吳宏斌亦補充指，美國步步進逼，令港
商增加不少憂慮。
在同一場合的香港工業總會主席葉中
賢亦表示，「不依從他們的規則是有一
些罰款，但因為剛出條例不久，我們會

與當地律師，買家或進口團體確認做法
如何。」
邱騰華重申，由於產品在獨立的關稅

地區生產，所以要標示事實。美國的要
求與世貿及國際規則不符，不但無視香
港特殊地位，也無視世貿成員國地位，
產生不必要混亂及困難。「如果香港不
是國家一部分，香港就可能沒有這個特
殊地位。香港按照基本法享有世貿成員
身份。」
被問到措施會否影響關稅方面，邱騰

華回應指，根據美國海關提供最新資
料，相關政府部門暫時沒有新加任何其
他措施，並未實行新規例對進口方面程
序上要求改變，也未見美國作關稅評估
要求，因此未見即時措施對香港產品的
影響，日後美方難免會就關稅作出調
整。「既然過往一段時間都有很多不合
常規，亦是不負責任的做法，我不能保
證將來會否有其他附加措施。」

在應對方面，邱騰華指政府會研究維
護自身利益的行動，包括利用世貿處理
多邊貿易糾紛的機制採取行動，強調香
港製造的產品，有權使用「香港製造」
標籤。政府亦會利用13個經貿辦加強聯
絡，駐華盛頓辦事處會追問、查詢、反
映立場，也會聯絡美國商會。

美海關聲明稱港貨關稅不變
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發布聲明指，

新措施不會改變產品入境摘要和關稅，
申報者可根據現行法規和政策繼續進行
程序。至於外發加工(OPA)的安排亦不
受影響。聲明又指，標記要求的變更不
會影響美國關稅編碼表第1-97章的普通
職責評估或第99章的臨時或附加職責而
進行的原產國認定。因此，作為香港產
品的商品應在需要時繼續報告國際標準
化組織（ISO）國家代碼「HK」作為原
產國。

根據相關聲明，雖然以後香港本土製
造的產品需標記為「中國製造」，但香
港對美國的出口仍將免於徵收懲罰性關
稅。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專資

會)昨表示反對美國對香港貨品產地來源
標記實施新規定，批評有關規定不符合
世貿規定外，亦破壞了國際貿易秩序。
期望特區政府盡快向美國當局了解及釐
清執行細節，必要時採取適當行動以維
護香港利益。
專資會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國家

憲法及基本法保障下，享有「一國兩
制」下單獨關稅區的獨特地位，獲得世
貿等多邊組織認可。香港授權發出「產
地來源證」的機關，是按國際認可慣例
及標準訂定的香港產地來源規則簽發文
件。美國此舉將引起簽發混亂，無助保
障消費者利益，只會損害美國自身的利
益。

美國當局無理規定由下月 25 日開
始，輸美的香港產品要標籤「中國製
造」而非「香港製造」，商經局局長邱
騰華指出，相關規定是「指白為黑」的
野蠻做法。香港作為世貿組織成員，按
規定有自己的產地來源標籤，特區政府
應該積極向世貿投訴，據理力爭。同
時，特區政府應協助港商善用國家擴大
對外開放的政策，積極融入內地，開拓
新興市場，把「香港製造」的優質品牌
推向全世界。

無論回歸前後，香港一直是獨立關
稅區，擁有自己的產地來源標籤。回歸
後，在「一國兩制」安排下，香港更可
參加國際組織，一直是世貿組織的單獨
成員，在商貿、產品及貿易政策享有高
度自主，這些安排與香港是國家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並無衝突。美國當局不准港
貨標籤為「香港製造」的野蠻行徑，無
視事實，違反世貿有關產地來源的規
例。特區政府應向世貿組織嚴肅投訴美
國的霸凌行為，爭取世貿組織作出公正
裁決，切實維護本港權益，制止美國違
反世貿規則的惡行。

正當本港商界擔心，在美國無理規
定下，日後輸美港貨會被徵收等同中國
製造產品的關稅時，美國海關和邊境保
護局發表聲明稱，儘管下令將港貨標記
為「中國製造」，但香港對美國的出口
仍將免於徵收懲罰性關稅。這恰恰說明
美國當局的無理規定，仍舊是特朗普打
「香港牌」為大選造勢的政治伎倆，以

政治干預經濟，影響國際貿易、自由市
場的正常運作，損害香港和美國的利
益。

觀乎美國近期連串任意妄為、不負
責任的舉動，特區政府和本港商界應為
港貨開拓新市場做好準備。首先要善用
CEPA框架下的《貨物貿易協議》，抓
緊國家發展「內循環」的機會，拓展內
銷渠道。

從去年1月1日起，內地透過優化原
產地規則安排，原產香港的貨物，可享
受全面零關稅待遇。商務部長助理任鴻
斌強調，國家會進一步加強內地與香港
的經濟融合。隨着互聯網營商手段日益
豐富和跨境物流效率不斷提升，內地
14 億人口的大市場，是歡迎港貨的廣
闊藍海，優質港貨不愁銷路。

同時，隨着東南亞和「一帶一路」
國家人民生活不斷改善，周邊地區對優
質港貨的需求持續增長，本港可以發揮
對外貿易便利的優勢，擴大出口對象。

新冠肺炎疫情令全球經濟陷入嚴重
衰退，美國疫情持續惡化，市場錄得破
紀錄萎縮。在此情況下，內地通過持續
開拓出口新市場，全國出口自4月份以
來取得連續4個月正增長的佳績，對東
盟、歐盟和日本的出口增長，完全抵消
了對美國出口下跌的負面影響。這給港
商開拓商機打下強心針。港商緊握內地
和新興市場機遇，為「香港製造」的優
質產品找到更廣闊市場，無懼美國的無
理打壓。

反擊美國野蠻打壓 開拓港貨市場
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通過決定，第六屆立法會繼

續履行職責不少於一年。屬於攬炒派的激進「本土
派」近期就鼓吹所有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總辭」，而
這些反對派議員則聲稱尚無「共識」，令他們的去留
問題備受關注。根據人大常委會決定，全體立法會
議員順利過渡是最穩妥辦法，獲得主流民意、理性
學者的認同。「總辭」只是無實質意義的政治表態，
暴露激進「本土派」自私自利，企圖綑綁其他反對派
繼續負隅頑抗。反對派議員應該看清激進本土派的居
心，勿再受人利用而賠光政治本錢，唯有拋棄成見，
齊心抗疫救人，重建繁榮穩定，才是真正出路。

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全體立法會議員至少延任一
年，連DQ的四名議員都能順利過渡，毋須重新選
舉，亦沒有增加其他條件，如要求簽署文件表明支持
國安法、重新宣誓等，消除了立法會押後選舉一年的
不明朗因素，最大程度減少由此而對本港社會造成的
震盪。如今本港疫情嚴峻，經濟蕭條，民生困苦，廣
大市民更渴望社會各界同舟共濟、聚焦抗疫，為本港
早日恢復經濟、改善民生創造有利條件。

但是，執迷激進抗爭的「本土派」，漠視民間疾
苦，一切以政治掛帥，連全體立法會議員延任一年
的合法合情合理安排亦拒絕接受，更打着不做「政
治花瓶」、不為「臨立會背書」的旗號，脅迫煽動
反對派議員「總辭」，繼續撕裂社會，更企圖製造
轟動效應，博取歐美的關注、干預。

本港經歷一年的黑暴禍害，社會對重回溫和理性
的渴求越來越強烈，激進抗爭、全面攬炒的政治狂
熱已冷下來。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稱，
「總辭」好像很瀟灑，「除表態外看不到實質意
義。」他質疑，選舉將押後至明年舉行，「『民主
派』如今次杯葛，為何明年又要選？」中文大學政
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亦認為，「總辭」倡

議前後矛盾，如果抗爭派覺得不完美的制度就不應
參與，為何不身先士卒辭任區議會；蔡子強一針見
血指出，「在你自己沒有席位的立法會，就大義凜
然要別人辭任；但到你自己有席位的區議會中，就
默不作聲。這樣做，外人看來會覺得太過自利
了。」

事實上，「總辭」對於反對派議員來說是一條
「不歸路」。早前經過戴耀廷精心策劃的「初選」
洗牌，傳統反對派已被激進抗爭派取而代之，但如
今最賣力叫喊「總辭」的激進抗爭派，並非反對派
的主流，若反對派議員還不幡然省悟，被綁架上
「總辭」的戰車，光環只會落到激進抗爭派頭上，
反對派議員只能替他人作嫁衣裳，加速被邊緣化；
反對派議員參與「總辭」，未來一年的人工及相關
的財政、政治資源化為烏有，而且可被視為不效忠
香港，未來再選將會被DQ，等同自斷從政之路。
反對派議員「總辭」有賠無賺，道理顯而易見，反
對流議員對此心知肚明，應該知所行止。

在疫情嚴重、經濟困頓的形勢下，專注抗疫、救企
業保就業是本港當務之急。日前建制派政黨與特首林
鄭月娥會面時表示，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後解決了押
後選舉引致立法機關真空的問題，期望特區政府把握
時間，動員全港市民齊心抗疫，而加強病毒檢測和恢
復經濟是當務之急，建議政府盡快推出第三輪防疫抗
疫基金，及要求立法會盡快召開會議，處理與抗疫相
關的撥款，以至爭議性較少的撥款項目，以紓解民困。
這也代表了主流民意的強烈訴求和意願。

反對派議員自稱是民意代表，那就應該順應民
意、急民所急，在此非常時期放下政治分歧，以解
決民生問題、抗疫救人的大局為重，保障議會和政
府有效運作，與港人共度時艱，不負市民所託，政
治前途才能更光明。

參與「總辭」輸清光 反對派應知進退

社
評

W
EN

W
EI

ED
IT
O
R
IA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