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色紡紗龍頭虧損1.9億
全球最大的色紡紗供應商和製造商——華孚時尚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0年上半年年報，報告期內，公司
實現營業收入55.6億，同比下降24.4%；實現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虧損1.9億，上年同期為3.5億
元。華孚時尚解釋稱，報告期內疫情對公司的生產經營產生較大影響，在國內疫情逐步得到有效控制的同
時，國外疫情蔓延，另外，中美貿易戰的不確定性持續增加，對公司海外市場的拓展及訂單承接產生不利影
響。上半年國內外市場需求疲軟，公司訂單有所下滑，疊加原材料價格下降影響，導致公司產能利用率有所
降低，經營成本增加，利潤減少。

Zara母公司旗下廉價品牌推電商業務
Zara母公司Inditex集團旗下廉價品牌Lefties於周四開始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進行在線銷售，目標是進一步

壓制英國廉價品牌Primark。 Lefties最初主要是低價發售Zara上一季滯銷的男裝、女裝和童裝，目前也擁有
了自己的設計師團隊，在全球開設了100多家商店。

Nike虧損55億開始大裁員
6月份耐克公司發布一季度財報顯示，虧損額高達55億人民幣，導致了整個耐克對領導層進行了改組和調整，

並且進行了大規模的裁員，截至5月底耐克8萬員工，預計裁員人數達到10000人，光解僱員工的成本都要花
2-2.5億美元，差不多17億元。由於東京奧運，原本耐克公司今年希望大力發展運動品牌，目前只能延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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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7月對港貿易順差升3成半
美國經濟分析局最新數據，7月美國對香港錄得13.93億美
元（約108億港元）貨物貿易順差，按月增加34.5%。美國總
統特朗普7月14日簽署行政命令，終止給予香港特殊待遇。
數據顯示，7月份美國對香港貨物出口19.83億美元，進口5.9
億美元。香港為繼中美洲及石油出口國組織國家後，美國錄
得第三大貿易順差的出口地。今年首7個月，美國自香港錄
得貨物貿易順差累計78.2億美元（約610億港元），按年跌
51.6%。2019，美國自香港錄得約263億美元（約2051億港
元）的貨物貿易順差。

香港零售額連挫18個月
特區政府統計處公布，7月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

計為265億港元，按年跌23.1%，跌幅較5月修訂估計下跌
24.7%，收窄1.6個百分點；扣除價格變動後，7月零售業總
銷貨數量的臨時估計按年下跌23.9%，連跌18個月，服裝銷
貨價值下跌42.5%。

零售物業空置率攀升至四年來最高水平
國際地產諮詢公司世邦魏理仕表示，今年上半

年，香港甲級商業街的整體空置率攀升至13.5%，
達到了近四年來的最高水平，商業街租金下滑
15.2%，預計下半年租金還將下跌5%-10%。隨着
全球眾多大型時尚和奢侈品品牌門店或從中國香港
撤離，今年下半年香港將有更多零售地產物業面臨
閒置。

時尚奢侈品牌紛紛撤出香港
市場發展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導致各大時尚奢侈品

牌紛紛撤出香港，相關案例包括：美國內衣製造商
Victoria's Secret關閉開業僅兩年的香港旗艦店、英
國高街品牌Topshop將關閉其在香港的最後一家門
店、美國時尚品牌GAP，將於7月下旬起，陸續關閉
在香港8間分店中的5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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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美國總統大選的日子越來越近，美國針對中國
內地及香港的遏制措施亦越來越密。香港國安法早前
正式實施後，美國宣布撤銷對香港的特殊待遇地位；
其後美國總統特朗普又簽署行政命令，取消香港的特
殊貿易地位，自9月25日起，「香港製造」的產品進
口到美國，必須把標籤改為「中國製造」。雖然對此
許多港商表示，此舉對其業務沒有影響，措施對香港
構成的經濟影響有限，但香港廠商亦要思考未來出
路，維持多年建立的「香港製造」品牌。

出口美國佔比不多影響極小
本會會長朱立夫博士與很多港商都認為，以上所謂
「制裁」影響非常小，「多年前香港大型紡織集團一
早在東南亞設廠，本港亦一早已經沒有紡織廠在香港

生產，或只是幾間小廠而已。目前香港製造成衣以本
地、內地及東南亞業務為主，極少數出口美國。」根
據政府統計處數字，今年上半年港商出口美國整體貨
值為1134.17億港元，其中服裝及衣服配件佔14.57
億；而根據工業貿易署數字，2019年「香港產品」主
要出口地區為中國內地，價值206.62億港元，佔超過
四成，出口美國只有36.76億港元，只佔7.7%。
朱博士反而關注目前美國有不少公司申請破產，廠

家將來做美國客生意時，必須更加小心，以免蒙受損
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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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會將繼續關注會員所面對的任
何影響，歡迎向本會反映。雖然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

局於8月11日宣布，出口美國的香港製造商品必須貼
上「中國製造」的標籤的實施日期將延後45天至11
月9日，但此舉勢在必行。港府強烈反對美國新規
定，表示正向美國當局了解，不排除根據世貿規則採
取行動。

關注美國持續打壓港企
反而，業界人士非常關注7月尾美國商務部再制裁

11間公司，限制美國企業向這批企業提供產品與服
務，最新名單包括香港溢達集團旗下「昌吉溢達紡
織」。美方以人權問題、「強迫勞動」作為打壓企業
的藉口，溢達集團表示，對美國商務部的決定深感憤
慨，稱溢達無論過去、現在、或者未來也絕不會使用
強迫勞動。溢達集團稱，昌吉溢達使用強迫勞動的指

控完全沒有事實根據。溢達聲明指出，於2009年成
立的昌吉溢達是一家全流程智慧化紡紗廠，所僱用的
技術人員，其工資是當地最低工資的2至3倍。去年
一家知名的國際審計機構曾到昌吉溢達作獨立調查，
並確認不存在強迫勞動。多年來，不少國際組織及客
戶參觀昌吉溢達後均作出正面評價。溢達指，正積極
與有關方面磋商解決方案。25年來，集團能夠在新疆
作出貢獻感到自豪，並會一如既往，繼續守護新疆。
溢達集團由楊元龍於1978年創立，現任董事長為有
「棉花公主」之稱的楊敏德。有業界人士向本報反
映，美方行動完全是「拿藉口來制裁」，由於涉及中
美兩個大國的關係，令紡企淪為犧牲品。本會將繼續
跟進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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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打壓層出不窮 港商：影響不大

港出口復甦無期 服裝出口同比大跌200億

2020年9月14日（星期一）

文化創意產業為「香港六項優勢產業」之一，透過團結香
港基金安排，羅氏集團主辦，香港羊毛化纖商會聯同其他機
構及商會代表包括團結香港基金顧問、服裝發展委員會
（FIDC）、香港紡織業聯會、香港紡織商會及Fashion Farm
Foundation（FFF）等，於7月9日參觀香港城市大學邵逸夫創
意媒體中心，與創意媒體學院的教研人員互相交流。

跨業界合作締造無限可能
創意媒體學院正是一所集合藝術、文化、科研的學府。是

次活動由創意媒體學院院長Prof. ALLEN, Richard William
安排參觀創意媒體中心的設施，與學院教研人員進行交流，
從而探討學院在創意媒體的教育和研究方面如何發揮領導角
色，以及培育有志於創意媒體行業發展的年青人才。同時討
論將新創意媒體技術及創新思維應用到時裝業的可行性，集
思廣益構發新意念。
更多跨業界的創新合作，把創意藝術與新媒體技術融合，

為時裝業注入新元素。
資料來源：香港羊毛化纖針織業廠商會

時裝與創意媒體融合 構發創新意念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致力開發
紡織業可持續發展的研發，進行多項
廢舊紡織品纖維分離及回收項目。
2019年，我們的研究團隊開發一套系

統，利用不同紡織纖維的摩擦生電特性，將蛋白質
纖維和合成纖維（聚酯纖維和聚丙烯纖維）分離。
系統由一個「纖維解纏器」及一個「分離艙」組
成，並由銅造的螺旋管連接。纖維解纏器會把纖維
從已理順的纖維束分散解離，纖維會沿銅螺旋管被
氣流吸走。由於銅的高導電性能便於傳遞電荷，在
摩擦帶電系統中是合適材料，而且可連續為蛋白質
纖維和合成纖維傳遞電荷。當纖維摩擦螺旋管的內
壁，會令蛋白質纖維把電子釋出至螺旋管，合成纖
維則在摩擦過程中取得電子。蛋白質纖維因而帶正
電，而合成纖維則帶負電。系統會透過氣流把帶電

的纖維吸到分離艙。
分離艙內設有兩片極性相反的高電壓電極板，兩

片電極板之間會產生強力的電場，將帶正電的纖維
吸引至負極板，亦將帶負電的纖維吸引至正極板，
從而達致分離效果，已分隔開的蛋白質纖維及合成
纖維會分別進入兩個不同的收集箱。
這是一個針對不同纖維的物理分離過程，不需用

水和化學品，可以確保過程中不會產生廢水，減輕
排污壓力。已分離的纖維依然整潔，保持原有狀
態，蛋白質纖維的價值得以保存，可以用於生產高
價值時裝。研發團隊初步估算，分離過程所需成本
和紡紗過程所需成本相若。目前技術團隊正改善系
統設計，並探討可規模化的模式。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總監（項目發展）姚磊博士

嶄新蛋白質纖維分離法
紡 織
新技術

全球疫情持續不斷，商業活動
陷入停頓重開無期，本港出口數
據已反映出疫情帶來的影響。據
港府統計處資料，今年1至7月香
港紡織品、服裝（下簡稱紡衣）
出口598.63億港元，較去年同期
大減31%；其中服裝出口343.75
億港元，較去年同期大減超過200
億，減幅38.5%；紡織品254.88
億港元，跌17.4%。
許多本地服裝廠轉產口罩和醫

用防護服，而且歐美客戶因倉儲低
而趕急下訂單，令輸往美歐的紡織
品的統計數字大幅上升；但無法掩
蓋因為經濟不景而造成的紡服出口
數字大跌。其中輸往美國的服裝同
比大跌52.1%；輸往內地的整體出
口亦跌26.3%，而本來在上升勢頭
的東盟出口亦打斷連續三年上升趨
勢。6月份理應為紡織業出口高峰

期，惟市場上仍充斥太多不明朗因
素，行業正處於「有單不敢接，客
人亦不敢下單」的狀況。有會員向
本報指，以往6至7月已有9成第4
季的訂單，但今年第4季的訂單至
今仍不足1成，可見訂單情況十分
差。他解釋，疫情影響歐美經濟，
不少零售大企縮減規模，中小企結

業，令歐美買家減少買貨。
香港紡衣出口結構早已由本地

產品出口為主轉為經港轉口為
主，目前兩者比例接近1:99。隨
着本地紡衣生產式微，出口已成
微不足道，近年亦以每年雙位數
字跌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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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確診數字高企不下，令原本已疲軟的經濟雪上
加霜。由於銷情欠佳，部分零售商根據破產法第11章
（Chapter 11）聲請破產保護，令本地紡企受到不同
程度的影響。本會名譽會長林宣武建議會員購買出口
保險，希望能降低風險。
7月 8日，歷史長達202年的美國著名服裝品牌

Brooks Brothers宣布破產保護，在此之前，尼曼公司
（Neiman Marcus）、J. Crew和彭尼公司（JC Penney）都
在過去幾個月時間裏向破產法院申請了債權人保護。面
對新一波疫情，不少地方政府重新收緊限制，加上消費
者收入大減，令本來已大受打擊的消費市場更加慘淡。
本會會長朱立夫博士表示，目前情況對紡企影響非
常大，有些會員反映外國客戶「做完不要貨」，甚至
收不到錢。海外買家以各式方法拒絕付款，欺壓廠
家，讓本地紡織商戶血本無歸。有會員反映，外商曾
無故指控貨物品質問題，卻又未能提出具體理據，並
拒絕付款，甚至索賠，「最過分的是有公司竟然現時
才提出大半年前的產品出現問題，要求扣款。」經濟

越差，便有很多人渾水摸魚，港商須據理力爭，要求
買家提供產品有問題的證據及退回產品，方能保障自
身利益。

到海外打官司成本不菲
本會名譽會長林宣武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提出這

些要求的公司，多數真正目的是要求港商減價，故可
與對方討價還價，但要有心理準備，可能要求七、八
折「找數」。當然，是否妥協則要視乎港商自己是否
夠「牙力」，若對方是大客戶，為求日後仍能保持生
意往來，只能「硬食」，故呼籲港商要審慎選擇客
戶，以免做了生意卻蝕了錢。
林宣武指出，若港商堅信產品沒有問題，亦可考慮
到海外打官司，但以美國為例，至少要用幾十萬，甚
至逾百萬美元，且案件可能拖至一年以上，對一般中
小企而言，根本無足夠人力財力應對。因此，他呼
籲，港商必須購買出口保險，冀減低風險。

香港紡織商會梅荊

美零售商破產潮 紡企白做

■香港城市大
學邵逸夫創意
媒體中心。

本會榮譽會長分享兩會精神 落實國安法香港開新篇

較早前北京舉辦人大政協會議，於疫情影響下進行，
議事項目涵蓋面闊，包括中美貿易摩擦情況、新冠肺炎
疫情應對及香港國家安全法等。為使大家對兩會議題有
進一步了解，香港紡織業聯會6月26日舉行特別座談
會，由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亨利(本會永遠榮譽會長)、
全國政協委員楊勳（本會榮譽會長）出席介紹是次兩會
最新情況，同與會者分享心得。

國安立法 香港恢復秩序繁榮
陳亨利先讚揚內地在疫情下開兩會的決心，他表示，
這次上北京安排極有效率，先要做核酸檢測，過程快又
準，「大家只要排隊坐下、十多秒就可以從喉嚨拿一點
樣本出來，過程非常快。」針對國安立法，陳亨利表

示，領導人跟他們表達了中央有一定的決心，絕對不會
退縮，無論立法執法都會有決心去做，說得出做得到。
陳亨利認為香港「患了重病」，很希望國安法立法之

後，香港能盡快恢復秩序、繁榮和穩定，希望大家支持
國安法。「『港獨』一日存在，便會影響我們生活，內
地同胞亦不敢來，遊客數量下跌；這些不是香港人的價
值，亦不是香港人樂於見到的事情。這次立法事實上只
針對四類人，包括顛覆政權、分裂國家、恐怖活動、勾
結外國勢力，不從事這四類活動的話，對生活是完全沒
有影響，所以針對的是很少數的人。」

弘揚中華文化 恢復文化認同
全國政協委員楊勳以「增信心、勇承擔、再出發」為

題分析，他表示今年撰寫了《關於加大力度弘揚中華文
化》的提案。楊勳表示，「四個自信」是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的重大理論創新，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
的精神動力。疫情發生以來，從中央到地方迅速動員，
舉全國之力攻堅克難，廣大人民群眾以自我犧牲和顧全
大局的精神，彰顯了團結一致、眾志成城的力量。正是
這種文化的認同，各項政策和行動才能得到有效落實。
楊勳分享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發表政府工作報告，

內容四分之一涵蓋去年及今年以來工作回顧，另外四分
之三則列出今年重要目標、今年部分重點工作；他認為

內地政府非常盡責任，具體提到對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疫情、財政、減稅降費等多項措施。報告讓他感到自信
滿滿，體現了大國擔當，減稅降費、緩交社保、信貸支
持等一系列幫扶措施，在助力中小微企業復工復產，恢
復經濟活力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民法典》提升國人質素 港人宜自強
中國《民法典》也是楊勳關心的重點，已於第十三屆

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通過，將於明年正式推行。民法
典涉及土地權屬制度、遺產繼承歸屬、個人私隱保護等
內容，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被譽為「社會生活的百科
全書」，在中國擁有資產或者擁有企業，《民法典》推行
後，關於繼承國內資產和企業股權將有重大影響。中國
曾於1954年、1962年、1979年、2001年先後四次啟動
民法制定工作，但因各種原因將之擱置。2014年10月，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編纂民法典，重新開啟了民法
典的制定。楊勳讚揚《民法典》將現行的幾部法律整
合、編訂纂修，有效歸納完善法治，提升國人質素。
在美國全方位打壓中國發展下，楊勳希望港人不要自

亂陣腳，尤其不要給香港添亂，加重政府負擔，「每一
個企業把事情做好，這就是對社會最好的貢獻，就是對
國家最好的回應。」

香港紡織商會基斯

香港2020年1-7月紡織品、服裝出口統計 （單位：億港元）

總出口及市場
合計（SITC65、84） 紡織品（SITC65） 服裝（SITC84）

整體出口 轉口 本地產品 整體出口 轉口 本地產品 整體出口 轉口 本地產品

總出口 598.63 588.5 10.14 254.88 249.03 5.86 343.75 339.47 4.28
比上年 -31.0% -31.7% 93.1% -17.4% -18.2% 49.5% -38.5% -39.1% 221.8%

其中四大市場

美國 107.18 104 3.16 16.32 15.42 0.89 90.86 88.58 2.27
比上年 -45.2% -46.7% 345.1% 171.5% 159.2% 1383.3% -52.1% -53.1% 249.2%

內地 142.53 138.15 4.37 93.87 91.37 2.49 48.66 46.78 1.88
比上年 -26.3% -27.7% 92.5% -34.8% -35.8% 38.3% -1.4% -4.3% 300.0%

歐盟及英國 103.19 102.72 0.455 24.13 23.7 0.42 79.06 79.02 0.035
比上年 -20.9% -21.1% 68.5% 283.6% 289.2% 110.0% -36.3% -36.3% -50.0%

東盟10國 97.41 96.22 1.19 74.9 73.74 1.17 22.51 22.48 0.02
比上年 -76.7% -76.9% -9.2% -25.3% -25.5% -9.3% -92.9% -92.9% 0.0%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香港紡織商會整理）

■座談會於製衣業訓練局舉行，座無虛席。

■本會榮譽會長楊勳（中）、永遠榮譽會長陳亨利（左
二）、蕭盧慕貞（左三）、監事長 （左一）、副會長
關淑敏（右三）、會董兼秘書長蕭勁樺（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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