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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亂兩月 逾七成中小企生意慘跌
動搖國際商貿中心地位 巢國明：再亂下去全民皆輸

新聞追蹤

大公報記者

中小企受暴亂影響調查

暴亂衝擊事件已持續兩個多月，對香港各行各業
影響逐步浮現，以至經濟有陷入衰退的風險。香港中
小型企業總商會調查顯示，逾7成受訪中小企表示，
暴亂令生意下跌，近半的跌幅介乎2成至5成以上不等
。另有逾四成受訪企業表示暫停投資或擴張。與此同
時，暴亂令外界以為香港治安差，多國及地區對港發
出旅遊警示，大部分受訪者認為，將動搖香港作為國
際商貿中心及金融中心地位。該會會長巢國明表示，
暴亂已重創香港經濟，亂下去可能出現倒閉及裁員潮
，冀各界以和平理性方法尋求解決方法，否則香港再
亂下去，只會令全民都成為輸家。

近五成企業暫停投資
除了生意下跌外，最多中小企受到的
影響是客戶消費意慾下降，其次分別為：
送貨時間拖長、員工無法準時上班，及外
國客戶不願來港洽談生意。最令人擔心之
事，是暴力事件頻生，多國及地區對港發
出旅遊警示後，93.6%認為會動搖香港作
為國際商貿中心及金融中心地位。
被問及若暴力活動持續，將如何應對
？46.1%受訪者表示，暫停投資或擴張，
等待情況穩定後再打算，其他最多受訪者
選擇的方法，包括：不變應萬變、撤資、

受暴力衝擊事件影響，來港旅客大跌
五成

恐爆發倒閉與裁員潮
巢國明指出，中美貿易戰不斷升溫，
已重創不少出口商，加上近期本港暴力事
件對香港經濟之影響正不斷浮現，訪港旅
客數字踏入8月拾級下跌至近50%；有酒
店和酒樓已要求員工放無薪假；零售業和
飲食業調查都指近月收入錄得大幅的雙位
數下跌。他坦言，若現時情況惡化下去，
擔心會出現企業倒閉潮及大規模裁員潮。
「貿易戰持續2年，已打殘了不少中
小型出口商，部分出口訂單已大跌三成，
令香港首7個月出口累跌3.9%，料全年出
口會見紅，再加上連串暴亂，拖累零售、
餐飲、運物、酒店等行業生意大減。因此
，不少中小企已開始捱唔住，若再亂下去
，既沒有外商及旅客來港，市民消費又大
跌，只會累鬥累，玩死香港，將幾代人努
力的成果毀於一旦，若因此而失去國際商
貿中心及金融中心地位，將元氣大傷，禍
及全民。」 對於目前情勢，巢國明顯得憂
心萬分。
因此，巢國明極度期望各界能以和平
理性方法，展開對話，共同尋找解決方案
，為香港當前困局謀出路。另外，政府近
日公布191億之支援措施，他認為，措施
有力支持中小企。然而，有關部分措施最
快也要十月份才能實施，但根據調查及會
員反映，中小企生意已受到重創，部分資
金有限的企業，甚至可能無法支撐到十月
份，故希望政府能推出一些即時見效的短
期措施。

▼

澳門上月賭收跌8.6%今年最慘
【大公報訊】記者李潔儀報道：儘管
暑假帶動人流，惟澳門博彩市場 「旺丁不

綜合今年首8個月，整體賭收為
1982.18億元，按年下跌1.9%。

旺財」，8月份博彩收入按年跌8.6%，遜預
期，是今年最大跌幅，賭收連跌兩個月。
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公布，8月份澳
門整體博彩收入錄得242.62億元（澳門元
，下同），按年下跌8.6%，亦較7月份下
跌0.8%。
市場人士認為，受惠去年9月份賭收
基數較低，預期今年9月份賭收有望按年
上升2%至5%，惟亦要考慮宏觀經濟及人
民幣匯價向下等因素，或抵銷部分升幅。

錦銀蝕逾8億 壞帳率飆至6.88%
【大公報訊】獲 「國家隊」 入股救亡
的錦州銀行（00416），繼日前公布去年
全年錄得巨額虧損45.38億元人民幣（下

形勢變差及部分行業客戶經營出現困難。
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5.14%，減0.93個百
分點。

同）後，昨再公布今年上半年業績由盈轉
虧，由去年同期賺43.4億元，變為蝕8.68
億元，主要是由於期內錦州銀行資產減值

期內，該行利息淨收入按年升33.4%
至118.43億元；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1.53
億元大跌58.1%；經營收入漲40.1%至

損失勁升逾4倍127.74億元。
錦州銀行表示，資產減值損失勁升，
主要由於該行發放貸款和墊款的餘額增加

135.47億元。淨利差2.76%，升0.6個百
分點。
自包商銀行早前被人行接管後，爆出

及不良率上升；及應對資產質量下行和不
良資產餘額增加，加上執行IFRS 9後，採
用預期損失模型，增加計提資產減值準備

市場對中小型銀行的信心危機。錦州銀行
亦面對流動性問題，自今年4月1日開始停
牌至今。最終 「國家隊」 出手入股救亡，

以增強風險抵禦能力，使資產減值損失大
幅增加所致。事實上，該行不良貸款率較
去年底飆1.89個百分點至6.88%，主要由

工銀投資、信達投資及中國長城資產分別
購入其內資股，其中工銀投資及信達投資
持有該行的內資股分別佔該行已發行總普

於宏觀經濟下行、集團業務所在區域經濟

通股股份10.82%及6.49%。

27.9%

跌幅20%至30%

26.5%

跌幅40%至50%

10.5%

跌幅50%以上

10.0%

•將部分政府空置物業及校舍以短期及優惠租金
租予中小企
•要求貿發局等機構舉辦更多免費研討會，協助
港商拓新市場
•希望當局設法要求銀行不要收縮企業貸款額
•加強宣傳政府各項支援措施

▲巢國明表示，暴亂已重創香港經濟，亂下去可能出現倒閉及裁員潮

籲推新政要多宣傳多解說
【大公報訊】記者李永青報道：本港
的暴力衝擊事件已持續一段日子，對香港
社會及經濟造成巨大影響。商會人士表示
，當局推動 「逃犯條例」 修訂，原屬好意
，但可惜政府的宣傳及解說力度不足，以
致不少人對修訂誤解甚深。
該商會人士認為，當局應吸取教訓，
日後推出政策時，能多作全面諮詢、宣傳
及解說，避免重蹈覆轍。

新聞
分析

商會人士形容，由於政府宣布 「逃犯
條例」 修訂後，對外宣傳工作力度十分不
足，加上網上流言四起，又有人存心造謠
，讓很多市民對修訂有反感，誤以為修例
後，市民的保障會大減。然而，除了個
別保安局官員有對外說明外，仿似其他
部員甚少幫忙，令政府在爭取輿論上，處
於劣勢，大大增加了游說市民支持的難
度。

「坦白說，政府在 『逃犯條例』 修
訂文宣工作太遲，根本吸引唔到市民去
睇。相反，反對者的網上網下之文宣工
作，既即時又貼地。」 商會人士期望，
日後當局推出政策時，能深思熟慮將有
何反對聲音，及早做好文宣準備，又要
派足夠官員向市民作出解說，冀能減低
市民不必要的誤解，這樣日後施政才能得
心應手。

中小企資金短缺 渴盼低息貸款
大公報記者

香港近兩個月連番受到暴亂衝擊，令
經濟受重創陷入困局，零售、餐飲、運輸
物流及酒店業，7月份零售總銷貨價值下
跌11.4%，是2016年2月以來最大跌幅，
而餐飲業界指近期有20間酒樓結業，又有
酒店要求員工放無薪假，若亂局持續，甚
至出現大規模倒閉潮，將有許多市民生計
不保。因此，當局應在未到最壞時刻前，
及早推出特別措施，救企業於水火之中。

李永青
面對貿易戰之影響，加上暴亂頻生，
已令香港經濟下行風險大增，眼見部分企
業已開始放無薪假，甚至出現結業，政府
此刻必須提高警覺，推出一些即時見效的
措施。以零售業為例，不少商店生意大減
，但肯減租者寥寥無幾，而現時政府有不
少空置物業及校舍，應考慮將以上空置地
方以短期及優惠租金，租予中小企，讓他
們可在困局中尋找額外收入。

至於資金問題，雖然當局有中小企融
資擔保計劃，但最佳的方法是當局為缺水
的中小企，提供極低息貸款，成為中小企
救急的活水，待危機過後，利率再逐步回
復正常水平。至於解決被裁退者問題，當
局可開設臨時職位，聘請這些仍有工作能
力人士，擔任文書助理、圖書館助理、清
潔工人或保安等，讓他們繼續可貢獻社會
，成為穩定社會的力量。

內憂外患 港股或下試二萬五關
【大公報訊】記者邵淑芬報道：中美
新一輪關稅於本月正式生效，加上中國

周五再跌80點。
耀才證券金融研究部總監植耀輝表示

PMI數據疲弱，本港政局再度惡化。市場
未見任何正面消息，反而負面消息不絕。
證券業人士預期港股難擺脫弱勢，更將面

，港股持續弱勢，且市場上未見有任何正
面消息，反而不明朗因素不斷惡化，如中
美貿易戰及香港局勢等，料恒指有機會跌

臨新一輪調整壓力，有機會下試二萬五關
口。

穿兩萬五關口。由於看淡後市，他不建議
投資者 「撈底」 ，更認為投資者應趁每次
大市反彈出貨 「減磅」 。若要選取一個較

宜趁反彈「減磅」避險
▲澳門八月賭收創今年最大跌幅

72.6%

零
▼售業生意大受影響

幅，27.9%表示，跌幅介乎在10%至20%
；26.5%指，跌幅在20%至30%，而生意
大減40%至50%亦有10.5%，另有一成受
訪者坦言生意跌幅高達50%或以上。由此
可見，中小企正受不同程度的打擊，情況
令人擔憂。

。至於期望政府如何協助企業，最多受訪
者希望減利得稅，其次為增加BUD資助額
及受資助範圍、減各項經營費用。

生意下跌
跌幅10%至20%

•加快包括BUD等所有支援措施的審批時間，盡
可能簡化手續

餐
▲飲 行 業 受 衝 擊 ， 酒 樓
冷冷清清

，能夠更全面地反映眾多中小企之實況及
態度。調查顯示，72.6%受訪中小企表示
，暴力事件令公司生意下跌。至於生意跌

考慮到香港以外地區投資，以分散風險。
同時，96.3%受訪者認為，近期連串暴力
活動，加上貿易戰影響，已打擊香港經濟

比率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建議

李永青

巢國明接受大公報專訪時表示，相信
這是首個針對暴亂對香港企業影響的調查

影響

港股在8月份表現可謂十分慘淡，全
月跌2053點或7.39%；按幅度計，是亞太
區內表現最差市場。國企指數跌幅較細，
但亦跌592點或5.55%。上周五恒指一度
高開逾300點，重上二萬六，但指數其後
掉頭向下，最終僅升21點收報25724點，
國指則升90點，報10083點，重上萬點關
口。而上周五美股長假前淡靜，三大指數
缺乏成交，波幅不大，而港股ADR則較上

好的板塊，他指近日A股表現不俗，可考
慮A股ETF，但表示仍要觀察內地會有什麼
政策出台。

醫藥5G內需股看俏

能散去，是拖着港股後腿的原因之一。但
另一方面，中資股表現相對突出，在A股
持續回好態勢的情況下，對於相關股帶來
了支撐力。他對於醫藥股、內需消費股、
內險股、5G題材股、手機相關股，以及半
導體股等維持正面看法。

本周經濟大事
9月2日
•中國8月財新製造業PMI
•歐元區8月製造業PMI

9月3日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表示，港
股未能擺脫弱勢，但已進入關鍵時間窗口
，要密切注視未來幾天的市況走勢表現。

•美國8月Markit製造業PMI

但他坦言，在目前形勢下，相信本地股要
扭轉弱勢仍有相當難度，建議還是可以再
觀察一下、維持迴避的態度。他指，市況

•加拿大央行公布議息結果

表現依然分化，本地股如香港的地產股、
銀行股、公用股以及房託股，總體壓力未

•美國8月ISM製造業指數

9月4日

•Markit香港8月PMI

•中國8月財新服務業PMI
•美國7月貿易帳

9月5日

港股近期走勢
7月2日
高見28875點

▲券商看好內地5G及醫藥等板塊

6月

（點）

28871
28271
27671
上周五收報 27071
25724點
26471
25871

7月
2019年

8月

•美國次季非農生產力

•美國8月Markit服務業PMI

9月6日

•歐元區次季季調後GDP季率
•美國8月失業率

•美國8月非農新增職位

9月7日

•中國8月外匯儲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