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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三輪對華產品加徵關稅
產品總值：2,500億美元

項目數量：6,842

經香港轉口至美國受影響產品總值 1,365億港元

-佔內地經港轉口至美的產品總值 48.5%

-佔香港整體貨物出口總值 3.5%

中國三輪對美產品加徵關稅
產品總值：1,100億美元

項目數量：6,085

經香港轉口至內地受影響產品總值 512億港元

-佔美經港轉口至內地的產品總值 70%

-佔香港整體貨物出口總值 1.3%

中美貿易徵稅及對香港外貿影響

註註：：已計算美對華第三輪已計算美對華第三輪22,,000000億美元產品由億美元產品由20192019年起加徵關稅年起加徵關稅2525%%的影響的影響。。

減稅利全球經濟 美加稅損人損己

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進博會）將於11月5日至10

日在上海國家會展中心舉行。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

騰華近日會見傳媒時透露，截至目前總共有逾160家香港企業申請參展。除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將出席進博會外，中央主要領導人和不少國際部長級人員

亦會出席。他指出，國家舉辦此次進博會有特別意義，隨着全球貿易保護主

義愈來愈抬頭，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貿易體系及進口市場，希望再行一步，

將市場進一步敞開，為支持多邊貿易帶出一個很正面的信息。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慶威

邱騰華邱騰華：：把握內地開放機遇把握內地開放機遇 減貿易保護主義影響減貿易保護主義影響

邱騰華指出，這個進博會對香港有三大意
義，一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香港作為

第一個門口，引進內地很多商品，亦造就香港
及深圳連城的局面，於國家開放扮演了很重要
角色。二是20年前中國加入世貿，當時於全
球經濟體系排第11，現今已躍升至前茅。第
三，中國近年積極透過「一帶一路」及大灣區
走出去，國家主席習近平亦表明「門只會愈開
愈大」，香港是時候反思下一步的定位。

拼船出海 棄單打獨鬥
邱騰華續指，內地加入世貿後，香港隨後
與其簽署CEPA，令香港的港商港企可以及早
進入內地市場，香港除了是一個開放市場的促
進者，很多外國公司都是透過香港進入內地市
場，而隨着進口貿易增加，香港同時亦是得益
者，所以今次亦應再次掌握好內地進一步開放
市場的機遇。他認為：「貿易一直都是一個雙
贏，甚至多贏的局面，大家是你情我願，有來
有往才是貿易的真諦。」

逾160港企已報名參展
在此形勢下，香港從多方面積極參與是次
進博會，可以展示香港是國家與國際接軌的進
出門戶和重要樞紐。邱騰華表示，香港很重視
參與這次活動，希望能成為一個新起點。香港
參與這次活動的目的不單止於應對貿易戰，亦
有助國際公司開拓內地市場，同時幫助內地企
業走出去等等，中長線很有意義。他認為企業

要自己「單打獨鬥」去開拓市場有困難，但透
過參與這類大型活動「拼船出海」會較容易。
據介紹，截至目前在貨物貿易方面，共有
22家香港食品企業透過貿發局申請參展，包
括多個著名香港品牌，如李錦記、合興等；在
服務貿易方面，則有15家企業透過貿發局申
請參展；連同自行報名參展的企業，共有超
過160家香港企業參展，行業包括建築、法
律、訴訟調解、會計、保險、船舶及初創企
業等。
邱騰華補充，香港有95%的公司從事服務

業，當中不乏在香港設點的國際公司，這反
映國家希望透過香港吸納全世界優質的服
務。香港貿發局會組織香港企業及相關團體
參與企業商業展，當中包括在貨物貿易及服
務貿易兩方面，全面展示香港的優質產品及
專業服務。

港貿發局工貿署合辦論壇
進博會的開幕式將於11月5日上午舉行，
三場平行論壇將於下午舉行，主題分別為「貿
易與開放」、「貿易與創新」及「貿易與投
資」。香港工業貿易署與貿發局將於11月6日
舉辦「『國際貿易 香港經驗』論壇—新領
域 新科技 新模式」，邀請多名在創新科
技、金融及法律界別的業界翹楚，共同探討大
數據運用、香港金融服務對跨境企業的支援，
以及香港專業服務風險管理議題，以重點介紹
香港服務業在國際貿易中可擔任的角色。

據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介紹，是次香港館的主題為「香港
進」，這個「進」字有豐富的含義，除
了解作進口貿易外，亦代表了香港的角
色：從來都是國家進出一個最大的門
戶，最好的平台；此外，將「進」拆開

可見「佳」字在船上，亦可解作香港作
為領航船將最好的東西帶入國家，及將
國家最好的東西帶出世界；最後，
「進」亦有先進、進步及促進的意義。

香港館以「彩帶」作設計概念
商經局披露，港府將於國家貿易投資
綜合展內的中國館設立香港地區展示

區，展館的面積約126平方米，設計以
「彩帶」為概念，配合以多媒體科技，
以流轉的動態展現出香港多年來將產品
及服務帶進國家。另外還會以OLED透
明觸控屏幕、混合實景裝置、全息投影
儀器、立體光雕投影、互動圖書及裸眼
3D顯示屏等技術，介紹香港的優勢、香
港大型基建設施、著名旅遊景點，以及

香港產品和發明。
香港地區展示區的主題還包括香港參
與「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香港於國家改革開放四十年間的貢
獻、「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為了展示
香港的獨特文化面貌，在香港地區展示
區將會安排「每日亮點」節目，包括口
琴小組合奏、無伴奏合唱、中西樂跨界
演奏、折子戲及時裝表演。此外，民政
事務局於香港和上海招募了香港青年參
與進博會的志願工作。 ■記者 莊程敏

2017 年 5
月，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一

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宣
佈，中國將從2018年起舉辦中國
國際進口博覽會。這是中國政府
堅定支持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
化，主動向世界開放市場的重大
舉措，有利於促進世界各國加強
經貿交流合作，促進全球貿易和
世界經濟增長，推動開放型世界
經濟發展。
進口博覽會目前已有超過120
多個國家（地區）的超過1,300
家企業報名，包括近百家世界
500強和行業龍頭企業。全球各
個地區對此次進口博覽會的參展
意願都非常強烈。
截至目前，在已簽約的企業
中，來自亞洲、歐洲、美洲、大
洋洲、非洲的企業數量佔比分別
為 35%、32%、16%、11%、
6%。

進口博覽會主辦方將以中國各
省、自治區、直轄市為單位，組
織各地企業到會採購，同時邀請
第三國客商到會採購。預計國內
外專業採購商將達到15萬家。聚
焦行業包括：智能及高端裝備、
消費電子及家電、汽車、服裝服
飾及日用消費品、食品及農產
品、醫療器械及醫藥保健及服務
貿易等。

國家級主辦單位
此外，這也是全球第一個以進

口為主題的國家級博覽會，是國
家主動向世界開放市場的重大舉
措，由商務部及上海市人民政府
主辦；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貿
易和發展會議、聯合國工業發展
組織為合作單位，分別設有國家
貿易投資綜合展、企業商業展，
以及虹橋國際經貿論壇，當中包
括開幕式、三場平行論壇、虹橋
國際財經媒體和智庫論壇。

美國至今已向中國實施了3輪關稅措施，
包括第一輪向中國340億美元貨品加徵25%
稅率、第二輪160億美元貨品加徵25%稅率
及第三輪2,000億美元貨品加徵10%稅率，
稅率至2019年初料將會增至25%。香港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談及該話題時表
示，數十年來全球都在減關稅，整體上經濟
都有增長，惟有美國實施貿易保護主義，這
是「倒行逆施」。

美無法達到想要的目的
邱騰華指，香港過往就是透過零關稅，消

除貿易壁壘，令香港成為貿易上最大的得益

者。「我都在美國生活過，衣食住行甚至較
香港便宜，這全因全球經濟一體化可享受到
低成本的引進貨物。」以香港的信念及過往
實踐所看，用貿易的關稅及壁壘去試圖改變
貿易的流向是損人損己的做法，因為貿易是
你情我願，不是只有一方賺，另一方蝕。
以美國加徵25%關稅為例，25%不會只是
生產者去付鈔，生產者的利潤遠低於25%，
而且美國市場的利潤率更低，最終很可能亦
要入口商承擔。而且中美貿易戰涉及的不只
是兩個國家，全球的貿易或會受影響，相信
美國這種做法是無法達到自己想要的目的。
邱騰華續指，以全球的經濟結構而言，貿

易於推動經濟佔了很大部分貢獻。據世貿的
分析，貿易會帶動全球經濟的比例達1.3%
至1.4%，香港的貿易佔GDP的3倍以上，
實施貿易保護主義即是將個「餅」縮細了，
中國目前佔全球GDP的15%，佔每年全球
經濟增長逾30%，最終全球經濟都會受拖
累，所以近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及世
界貿易組織（WTO）等都調低了全球經濟
增長。

中國對全球打開大門
在中美貿易戰中，中國雖然有向美國作出
一些自我保護的回應措施，但對其他國家則

降低關稅，亦舉行大型活動吸引其他國家進
口，國家於履行世貿的道德責任上屬正面，
因愈多的優良產品進入市場，國民的享受亦
會提高，引入愈多國際的服務，亦有助提升
整個經濟的結構。他表示：「在這個時候，
國家不會去建圍牆，反而是打開大門，這對
全球所有貿易夥伴都是有利。」
據邱騰華介紹，2017年內地貨物進口額
總值18,410億美元，約有15%的進口貨物
(約2,680億美元)通過香港處理，而40年前
該比例超過三分之二，雖然比例下降了，但
以量計則較40年前大得多，因內地已成為
全球最大的貿易體系。以成分計，40年前多

數是一些簡單的原材料及製成品，但今日已
包括科技產品、服務業的貿易，特別是高端
的服務。
據香港政府發表的《2018年半年經濟報
告》，香港服務輸出在今年第二季顯著擴
張，按年實質增長6.1%，上一季的增幅為
7.9%。所有主要服務組成項目均見增長。
受惠於訪港旅客人次顯著增加，以及旅客人
均消費上升，旅遊服務輸出繼續錄得雙位數
增長。跨境金融及商業活動頻繁，帶動金融
服務輸出和商用及其他服務輸出進一步擴
張。由於區內貿易往來活躍，運輸服務輸出
也錄得溫和增長。

中美貿易戰持續升溫，業界擔憂港企亦會
受到影響。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
華承認，中小企會面對中美貿易戰的衝擊，
雖然截至目前沒有出現很大的倒閉潮，但大
家都擔心第四季及明年的情況。他強調，在
協助商界應對貿易戰時，政府都很着重與業
界溝通，希望可以推出對業界最有效的方
法，這些措施主要分短期及中長期兩方面。

BUD基金助拓內地東盟
邱騰華表示，港府其實早在問題惡化前已
推出多項應對措施，包括減稅、中小企業資
助計劃加碼、簽訂自由貿易協議等。為協助
港商更好地進入內地及東南亞市場，政府將
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
基金（BUD專項基金）的申請時間，由今年
年底提早至8月，資助地域範圍亦由內地擴大
至東盟，在8至9月底共接獲75份申請，主要
集中用於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及越南，
而以往全年這類申請都只有百多宗；本季用
於內地市場的申請宗數亦由170多宗增至逾
270宗，可見整體申請暫多了約百多宗。
另外，港府積極加強香港與各貿易夥伴的

合作和聯繫。香港於6月與格魯吉亞簽訂自
由貿易協定(自貿協定)，標誌着香港與高加
索地區國家締結的首份自貿協定。自貿協定
的涵蓋範圍全面，包括貨物及服務貿易、投
資、爭端解決機制及其他相關範疇，能為兩
地提供有效平台，推動兩地經貿關係進入一

個新台階，有助港商開拓格魯吉亞的市場和提供一個
通往「一帶一路」建設所涵蓋的高加索地區的門戶。
5月芬蘭與香港簽訂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是第
16個與香港簽訂該協定的歐洲聯盟成員國。

鼓勵港企拓高增值產業
為進一步降低高價貨品進出口香港的成本，由今年
8月1日起，每張進出口報關單的報關費設200元上
限。這項措施應能透過減低進出口營運成本直接惠及
本地貿易及物流業界，並鼓勵業界朝高增值方向發
展，支持高價貨品貿易、儲存、物流及分銷業務進一
步發展，鞏固香港貿易樞紐地位。

■■邱騰華指邱騰華指，，香港香港
參與中國進博會的參與中國進博會的
目的不單止於應對目的不單止於應對
貿易戰貿易戰，，亦有助國亦有助國
際公司開拓內地市際公司開拓內地市
場場，，同時幫助內地同時幫助內地
企業走出去企業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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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逾1300企業參與

「佳」字在船上「香港進」寓意深

■■邱騰華邱騰華（（左二左二））指政府已加碼資助中小企指政府已加碼資助中小企，，右二為右二為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郭振華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郭振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美國加徵關稅美國加徵關稅，，被指為損人不利己之舉被指為損人不利己之舉。。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香港館設計圖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香港館設計圖。。

林鄭領軍 港組團赴進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