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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香港高級經濟師劉健恒(右)指，由於環球經濟因素仍
偏淡，內地經濟“軟着陸”無可避免，指數是否“見底”仍
然言之尚早。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鄺慧敏 )香港經濟放緩，中小企經營困
難。香港飲食業職工總會表示，經濟下滑加上內地旅客減少，由
3月11日至今總會已收到18間食肆結業的消息，涉及1,075名員
工，較去年同期3間至5間食肆結業多出逾2倍。總會又稱，以往
母親節前一周的酒樓訂枱已爆滿，今年的訂枱量卻只有20%，形
容飲食業“步入寒冬”，擔心食肆結業情況陸續有來，影響員工
生計。

近月18店舖結業增逾兩倍
飲食業職工總會秘書長黃必文指出，包括酒樓、日式餐廳、茶

餐廳在內等18間食肆於近月先後結業，分別位於尖沙咀、上水
及香港仔等地，當中2間至3間更是專門接待內地旅行團的食
肆。該會理事梁天柱補充稱，去年同期只接到3間至5間食肆結
業，但今年情況較嚴重，甚至經常收到會員致電求助。
該會主席郭宏興表示，對未來的經濟前景不樂觀，也不看好

“五一黃金周”及母親節的市道。他解釋，以往“五一黃金
周”，酒樓每晚生意額能高達7萬元至14萬元，但今年市道淡
靜，酒店仍有大量空房，預計今年黃金周生意額將大跌50%。
至於母親節市道，郭宏興指以往母親節前一周的酒樓訂枱量已經爆
滿，但今年訂枱量卻只有20%，而且酒席價錢按年下跌8%至10%，
由2,400元至2,600元一席，減至2,200元一席，顯示業界不看好前景
才會減價。他續說，本地客以往每席的消費額能高達6,000元，而內
地客消費力較高，每席消費額達8,000至1萬元，但今年不論是本地
還是內地客，每席的消費額平均減少2千元，亦會減少吃海味、花膠
及鮑魚等菜式。

業者怨工作量增 86%憂年內裁員
此外，該會於1月至3月期間訪問了323名會員，當中86%受

訪者表示憂慮未來一年，公司有機會裁員及縮減人手；43%受訪
者對香港經濟前景抱悲觀態度。
入行逾30年，酒樓廚房工友鄧志堅坦言，近日食肆“淡靜咗

好多”，僱主亦向員工“開刀”，不會填補離職及退休員工的空
缺，“10個人做的事要8個人搞定”。
黃必文表示，希望僱主在這艱難時期能夠採取“薄利多銷”的

方式經營，切勿向員工“開刀”，又希望業主及發展商能因應經
濟環境與經營者協商租金，讓飲食業界能繼續營運。

財經速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按揭證券公司執行
董事兼總裁李令翔27日在《匯思》撰文指出，港府透
過該公司的“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推出的“特別優惠
措施”，以極優惠的擔保費，並由政府提供1,000億港
元保證額之下，向合資格的中小企貸款提供最高八成擔
保。換言之一旦貸款變成壞賬，銀行或貸款機構只須承
擔壞賬的兩成，餘下八成則由政府承擔。上述措施已確
定會延長至2017年2月底，並於今年6月開始將擔保費
進一步調低。

港按證八成擔保延至明年2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全球首款石
墨烯電子紙27日在廣州面世。據悉，石墨烯是已知的
最薄最堅硬的一種材料，幾乎完全透明。奧翼電子與重
慶墨烯合作以一年時間研發的，與傳統的電子紙相比，
石墨烯電子紙彎曲能力更強，強度更高，進一步拓寬了
電子紙顯示屏的應用，適合應用於穿戴式電子設備以及
物聯網等需要超柔性顯示屏的領域。
採用石墨烯不但能降低產品成本，而且石墨材料取之
不竭。另外，由於石墨烯材料的透光率高，將會使電子
紙顯示的亮度更好。

全球首款石墨烯電子紙面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北京報道）北京服裝學院
27日與鞋企“貴之步”聯手打造的文化創意產業研究
院正式揭牌。
據悉，該研究院將在設計、技術開發、文化研究、市
場調研等方面為企業提供專業、智力支持，其將成立的
創意實驗室還會針對服飾智能穿戴及創意產品設計進行
研究。中國企業聯合會研究部副主任繆榮表示，在互聯
網等新技術和新理念的推動下，企業的發展理念也更加
豐富，發展空間更加立體多維，跨界經營、企業生態圈
的構建，也使得傳統產業邊界日益模糊，越來越多的企
業獲得了產業重新定義的能力。

北服與貴之步合建產業研究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商品期貨價格回落，不過交易所調控未停止。大商行27日再次上

調焦煤、焦炭手續費標準、保證金和漲停板幅度，其中手續費標準數日內上升11倍之多；同時，上海期貨交

易所則決定從下月起，壓縮黑色系夜盤交易時間。連連受到打壓的“黑色系”27日開啟暴跌模式，連累商品

期市全線下挫，A股市場亦受波及，煤炭與鋼鐵兩大板塊領跌，前者跌逾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鄒珍貴、俞鯤北京報道）東風汽車集
團母公司東風汽車公司攜旗下14家整車企業亮相2016年北京
車展。公司今年參展車輛121台、動力總成13款，當中首發車
型24台，新能源車9台。其中，東風A9是東風汽車公司與法
國PSA集團開發“共用模塊化平台（CMP）”和設立“共同
研發中心（DPCT）”項目後，與新一代雪鐵龍C6共平台生
產的自主品牌車型。
新能源車是東風汽車的主攻方向，此次北京車展公司首發
東風風神新A60-EV、東風風神 AX7-PHEV、東風風行
S500-EV、東風風行S50-EV、風諾E300、東風猛士電動車
等6款新能源車型。
東風公司高層表示，2016年年銷量目標是突破400萬輛。
今年一季度，東風自主品牌汽車銷售34.59萬輛，其中自主
乘用車銷售23.82萬輛，同比增長9.04%；自主商用車銷售
10.77萬輛。東風乘用車公司總經理李春榮透露，一季度東
風風神銷量達39,087台，同比增長22.8%。更重要的是東風
風神的轎車和SUV的增長率均超過20%，實現增長均衡。

■■東風高層出席東風東風高層出席東風AA99首發儀式首發儀式，，右四為董事長竺延風右四為董事長竺延風。。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東風新車亮相北京車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 北京報道）包
括“一行三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檢察院、公安部在內的14個部委27日在
北京召開座談會表示，當前非法集資案件
風險加速暴露，大案要案高發頻發，2015
年非法集資立案數由過去的兩三千起大幅
攀升至上萬起。
公安部經偵局副局長張景利在座談會上
指出，涉案金額超億元案件明顯增多，特
別是近期發生的e租寶、泛亞、上海申彤大
大等案件危害巨大。今年一季度，非法集
資立案數達2,300餘起。另外，互聯網金融
成高危領域，網絡借貸成為案件多發的高
危領域。
中國央行相關負責人表示，將盡快出台

《非存款類放貸組織條例》，加強對非存
款類放貸組織及其放貸業務的監督管理，
有效防範民間借貸領域非法集資活動。
中國證監會將針對互聯網股權融資平台

進行專項檢查，摸清平台底數，排查潛在
風險；規範私募基金、股權眾籌等新型金
融業態，明確其與非法集資等非法金融活
動的區別；全面清理規範場外配資活動，
嚴厲打擊非法集資。
中國保監會將針對投融資領域互聯網金

融業務的非法集資向保險業滲透、傳遞，
參與型案件多發的態勢，組織12個重點地
區、13家重點機構開展反非法集資專項風
險排查，重點排查“精英”營銷員群體、
基層高管人員參與非法集資風險。

14部委聯手整治非法集資

商品期市調控再升級商品期市調控再升級
焦炭焦煤手續費數日內升11倍 黑色系暴跌

上海期交所、大連商交所和鄭州商交所
三大交易所最近相繼出台上調手續

費、保證金以及調整漲跌停板幅度等舉
措，如今調控還在層層加碼。27日傍晚5
時左右，大商所兩度發佈公告，決定自今
日起，將焦炭和焦煤品種手續費標準由成
交金額的萬分之3.6，調整為成交金額的萬
分之7.2。這已是大商所自22日以來，第
三次上調焦煤、焦炭手續費。
上周五，大商所剛剛宣佈，自26日起將

焦炭、焦煤品種手續費標準由成交金額的
萬分之0.6調整為成交金額的萬分之1.8。
26日，大商所又進一步將焦炭、焦煤品種
手續費由成交金額的萬分之1.8調整為萬分
之3.6。這意味着，短短數日內，相關手續
費上漲了11倍之多。

漲跌停板幅度調整至7%
到晚上7時，大商所再刊出通知，決定
自今日（29日）結算時起，將焦炭、焦煤

品種漲跌停板幅度調整至7%，最低交易保
證金標準調整至9%。
上期所26日晚間發佈通知，自5月3日
當晚連續交易起，將螺紋鋼、熱軋卷板、
石油瀝青期貨品種的連續交易時間，由每
周一至周五的21:00至次日1:00，調整為每
周一至周五的21:00至23:00。上期所相關
負責人強調，此次調整順應產業客戶的呼
聲，將更好地服務實體企業，方便產業鏈
進行風險管理。

瘋狂砍倉“辣招”奏效
經過上周的連續大漲行情，在基本面風險
累積及交易所調控加碼的情況下，本周前兩
個交易日，黑色系商品期貨已經開始降溫，
之前狂飆的期價持續下跌，但焦煤、焦炭原
本似乎頗為抗跌，兩日來依舊收漲，儘管漲
幅有所收窄。不過，27日多頭明顯受驚，瘋
狂砍倉拋售，連累商品期市全線重挫。
截至收市，焦煤跌停，跌幅為5.98%；鐵

礦石暴跌5.44%，熱卷暴跌4.64%，焦炭跌
4.86%，螺紋鋼跌3.7%，澱粉跌2.87%，玻
璃跌 2.73%，動力煤跌 1.88%，棉花跌
1.88%，雞蛋跌1.78%，塑料跌1.47%，棕
櫚跌1.23%，玉米跌1.23%。僅有滬銀、豆
粕、瀝青、滬金等少數品種小幅逆市收
漲。焦炭、鐵礦、螺紋鋼分別流出資金4.4
億（人民幣，下同）、2.6億、1.5億。

分析：鐵礦石風險最大
由於沒有基本面支撐，在分析人士看
來，後續以鐵礦石為首的黑色系期貨品種
仍將繼續調整，其中鐵礦石風險最大。
生意社鋼鐵分社分析師何杭生預計，鐵
礦石未來將繼續回調，或調整至420元/
噸，而有一定基本面支撐的焦煤、焦炭以
及螺紋鋼可能回調空間有限，“焦煤、焦
炭現貨價格仍在上漲，未來走勢可能比較
堅挺，螺紋鋼現貨跌得也少，因此回調也
比較有限。”

◆焦炭和焦煤品種手續費標準由成交
金額的萬分之 3.6 調升至萬分之
7.2。

◆焦炭、焦煤品種漲跌停板幅度調整
至7%

◆焦炭、焦煤品種最低交易保證金標
準調整至9%

大商所上期所

◆5 月 3 日起，將螺紋
鋼、熱軋卷板、石油瀝青
期貨品種的連續交易時
間，由每周一至周五的
21:00至次日1:00，調整
為每周一至周五的21:00
至23:00

期交所再出招調控

香港失業率連續9個月來維持在
3.3%，但是今年1月至3月的失業
率微升 0.1 個百分點至 3.4%，是
2013年第三季以來的最高水平。值

得留意的是，與消費及旅遊相關的行業，包括零
售、住宿及餐飲服務業合計，就業人數已連續第
十一個期間錄得按年跌幅，相信業務表現持續疲
弱。
統計處上周公佈今年首3個月失業率及失業數

字，合共有13.4萬人失業，當中以建造業及零售
業的升幅較為明顯。港府發言人表示，訪港旅遊
業弱勢持續以及近期本地消費增長動力減慢對勞
工市場的影響漸趨明顯，當局會保持警覺及密切
留意發展，特別是基層工人的就業情況。
發言人續稱，在5月18日至20日於荃灣愉景新

城商場舉行大型招聘會，共有約90個僱主參加，
包括一場零售業專題招聘會，方便求職人士尋找
工作。而飲食業、零售業及建造業的僱主，會繼
續透過勞工處轄下三所行業性招聘中心與求職人
士進行即場面試。
有人力資源顧問認為，零售業生意轉差，加上高

消費旅客人數下跌，相信短期內生意難以復甦。他
續稱，即使零售業向來人手不足，但有不少零售店
舖打算讓員工自然流失不補空缺，相信市面難以消
化高檔品牌及店舖結業引致的失業人數，料失業率
將會持續增加。 ■記者 尹妮

零售住宿餐飲
就業數11連跌

■■由由33月月1111日至日至2727日日，，飲食業職工總會飲食業職工總會
已收到已收到1818間食肆結業消息間食肆結業消息，，涉及涉及11,,075075名名
員工員工，，較去年同期食肆結業多出逾較去年同期食肆結業多出逾22倍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香港生產力促進局27日公
佈2016年第二季“渣打香港中小企領先營商指數”調查，綜

合營商指數下跌2.4點至40.4，是連續第三季錄得跌幅，並創
過去三年最低。渣打香港高級經濟師劉健恒於記者會上表
示，由於環球經濟因素仍偏淡，內地經濟“軟着陸”無可避
免，該指數是否“見底”仍然言之尚早。
調查於今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期間進行，生產力局成功

訪問了806家香港中小企。綜合營商指數由五個分項組成，
是次所有分項指數全線下跌，其中“營業狀況”的跌幅最顯
著，報35；“招聘意向”(49.4)更首次跌穿50分界線，反映
中小企今季或會凍結人手。“投資意向”、“盈利表現”及
“環球經濟”則分別報47.7、33.9及23.2。

所有分項指數全線下跌
劉健恒表示，指數轉差主要是受累於外圍宏觀經濟及

金融市場不明朗，令中小企對前景展望看淡，當中近兩

成受訪企業更表示若經濟持續低迷，或於一年內結業，
當中5%更表示或於三個月內結業。隨着近月外圍不明朗
因素有改善，包括內地3月經濟數據回穩，美國加息預期
較預期慢，新興市場資產價格回穩，相信為未來一兩季
中小企指數帶來支持，不過，中小企的信心仍要見到實
質盈利改變才會改善。

失業率料未來數季微增
香港最新失業率升至3.4%，當被問到香港會否觸發嚴重的

裁員潮，劉健恒回應稱，近兩年香港及外圍經濟持續放緩，
而失業率數字有滯後，預計未來數季失業率或會輕微向上。
另外，65%受訪中小企表示利潤下降，平均跌幅為18%。
約67%受訪者預期經濟將於兩年內改善，23%則認為經濟不
景情況將持續兩年以上。

中小企營商指數跌三季 三年新低

■■高挺看高挺看
好好AA股本股本
季走勢季走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大商所大商所2727日再次上調焦煤日再次上調焦煤、、焦炭手續費標準焦炭手續費標準、、保證金和漲停板幅度保證金和漲停板幅度，，其中手其中手
續費標準數日內漲續費標準數日內漲1111倍之多倍之多。。圖為煤炭通過自動輸送帶送到爐窯圖為煤炭通過自動輸送帶送到爐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結業潮起 港食肆入寒冬

飲食業職工總會調查結果(摘要)

59%受訪者 表示沒有加薪

表示今年加薪3%或以下

39%受訪者 對公司未來一年的經營前景看法保守對公司未來一年的經營前景看法保守

憂慮未來一年，公司有機會裁員及縮減人手

43%受訪者 對香港經濟前景抱悲觀態度對香港經濟前景抱悲觀態度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飲食業職工總會飲食業職工總會““飲食業打工仔女對香港經濟的看法飲食業打工仔女對香港經濟的看法””調查調查

製表製表：：記者記者 鄺鄺慧敏慧敏

23%受訪者

86%受訪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瑞銀
證券首席中國策略師高挺27日在北京表示，
“深港通”有望年內啟動，將在“滬港通”
基礎上新增505隻深圳和218隻香港上市股
票，預計在開通初期，由於深圳A股估值偏高
可能導致海外投資者持謹慎態度，北向資金
流或較為清淡，內地流動性充沛、人民幣貶
值風險等市場環境則有利於資金南流，“深
港通”或包含香港上市的中小盤股，這類股
票將受到內地投資者追捧。此外，今年6月A
股納入MSCI指數的機會高於去年，技術障礙
已基本克服。
高挺在北京媒體見面會上表示，“深港

通”有望年內開通，從宣佈到實施還需三到
六個月的時間，因此中國可能在今年二季度

宣佈開通的時
間。“深港通”
開通後，屆時A
股市場70%的市
值和香港市場
84%的市值將向
對方投資者開
放。高挺預計，
“深港通”將為
海外投資者增加
醫療、材料、消費和信息技術行業的可選標
的。深圳市場可能獲得海外投資者青睞的股
票會是那些市值偏大、成長性比較好，業績
增長20%多，而估值稍微低一點的公司，比
較集中在IT行業、消費行業、醫藥行業。

瑞銀：深港通料季內宣佈開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