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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統計處昨公布，今年九月本港
整體出口貨值按年上升百分之十六點
五，較對上一個月收窄九點四個百分
點，亦低過市場預期約二成增幅。政府
特別提到，疫情發展尤其是更具傳染性
的變種病毒的威脅，仍然會為環球經濟
前景帶來不確定性，而多個地方的供應
瓶頸可能會阻礙環球生產和貿易活動，
當局會密切留意相關情況。

供應瓶頸或礙生產貿易
　　今年首九個月的商品整體出口貨值
按年上升百分之二十七點三。同時，商
品進口貨值上升百分之二十六點五。經

季節性調整的數字顯示，今年第三季與
對上一季比較，商品整體出口貨值上升
百分之零點三。同時，商品進口貨值上
升百分之二點一。
　　統計處指，今年九月按年比較，輸
往亞洲的整體出口貨值上升百分之十五
點六。此地區內，輸往大部分主要目的
地的整體出口貨值錄得升幅，尤其是新
加坡，升幅達逾八成六、韓國亦錄得約
五成九的加幅，其餘為台灣和印度。輸
往內地的整體出口貨值亦上升百分之十
一點二。除亞洲的目的地外，輸往其他
地區的部分主要目的地的整體出口貨值
錄得升幅，尤其是美國。

　　政府發言人表示，即使比較基數偏
高，九月商品出口貨值繼續按年顯著增
長百分之十六點五。輸往內地、美國、
歐盟和其他主要亞洲市場錄得雙位數增
長。今年首九個月合計，商品貿易總額
達七萬四千三百三十七億元，較二○一
八年同期的高位超出百分之十三點二。
　　展望未來，環球經濟復甦應會繼續
支持外部需求。然而，疫情發展尤其是
更具傳染性的變種病毒的威脅，仍然會
為環球經濟前景帶來不確定性。當局亦
特別提到，多個地方的供應瓶頸可能會
阻礙環球生產和貿易活動。政府會密切
留意相關情況。

　　全球疫情肆虐，航運亦大受影響而延
誤，打亂食品供應鏈。香港食品委員會主
席吳永恩表示，船期失準、貨櫃價格高企
等因素，令食材成本上漲，雪藏雞翼等食
品供應量近期明顯減少，料將加價一成至
一成五；至於食米因有合約約束，他估計
售價不會出現大幅波動，惟全球供應鏈需
待疫情完結後，才有望回復正常。

每貨櫃價格升至兩萬
　　吳永恩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指表示，
受疫情影響，現時貨運船期延誤，以至未
能掌握貨物準確到達的時間，「以前航班
好準，最多相差半日，現時遲一星期都有
發生。」他又說，貨櫃運輸成本亦有所上
升，由原來三千元一個貨櫃，加價至兩萬

元，再者人民幣價格升，供應鏈受開工人
手不足、碼頭起卸快慢等範疇影響，成為
食材來貨價貴的主要原因。 
　　吳永恩續指，貨運船期延誤等情況令
本港冷凍食品，如雞翼等供應明顯減少，
明言成本上升一定會轉嫁消費者，料會加

價一成至一成五。
　　至於食米，吳永恩說，本港食米多由
越南、泰國等地供港，雖然成本上升，但
因買賣雙方有簽署合約，故價格「不會有
大上大落」，而且本港有食米管制，設有
適當儲存期，相信對本港供應及價格情況
影響不大。他說，現時全球供應鏈混亂，
主因與疫情有關連，相信要留待疫情消
失，食材供應及價格才可逐步回復正常。
　　全球供應鏈不穩早在今年年中已見雛
形。香港麥當勞於今年九月曾指，他們全
球的供應鏈因受到不穩定的國際航運影
響，脆香雞翼可能要較遲才能到港，對一
眾粉絲致歉。麥當勞當時補充脆香雞翼到
埗前，麥炸雞將會替補「師兄」脆香雞翼的
位置。

雪藏雞翼來貨減  最多加價一成半

　　美國大型科技股本周將陸續公布業
績，率先派成績表的facebook盈利優於
預期，為科技股打響頭炮，市場氣氛亦
好轉，加上憧憬美國即將推出刺激經濟
方案，美股中段普遍向好。
　　杜指中段升二十三點，至三五七六
四點，升幅約百分之零點零六。標普
指數中段亦升百分之零點一，至四五七
三點。以科技股為主的納斯達克指數，
則微跌百分之零點零四，至一五二一九

點。
　　港股夜期跌二百一十五點，至二五
八零四點，較恒指收市輕微低水二一四
點。
　　經濟數據方面，美國聯邦住房金
融局（FHFA）公布，八月房價按月上
漲百分之一，按年則升百分之十八點
五。油價在高位調整，紐約期油昨晚
曾微跌百分之零點一，至每桶八十三
點六美元。

杜指中段升23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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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貨輪銳減  貴價品大缺貨
港電動車相機「重災」  恐打擊聖誕檔期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近兩年，因應
多個國家及地區均有不同的檢測要

求，影響海路運輸，全球貨運供應鏈近期
緊張。據了解，貨運界近月一直留意着
反映貨運價格的「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
變動，其十月份最新數據顯示，相關價格
按月再升近三成，並較年初時急增一點八
倍，直接推高入口商品價格（見表）。

波羅的海指數飆近三成
　　綜合市場消息指出，貨運供應問題已
進一步波及至一些貴價貨品，當中部分零
部件較複雜的產品，例如電動汽車、相機
以及無人機等產品，更率先出現缺貨的情
況，擔心有關趨勢持續，影響聖誕檔期。
　　香港汽車商會副會長李龍基透露，全
球晶片出現短缺，不同車廠已先後宣布減
產，加上全球供應鏈不穩，各個國家及地
區的碼頭都相繼「擠塞」，令本港車主從外
訂購新車所需的時間更長。李龍基舉例，
若車主所訂購的新車從歐洲運送至港，一
般情況需時約一個半月。隨着全球供應鏈
不穩等因素下，車主目前有機會要等候多
一至兩個月，「因為歐洲來港的船班途經
多個國家上落貨，當其中一個站出現延
誤，亦打亂其餘抵達不同國家碼頭的船
期。」

訂購熱門車款最長等一年
　　有業界人士透露，按現時的情況，若
車主現時訂購較受港人喜愛的個別電動車
牌子車款，可能需時六個月至一年的時
間，才能收到新車。同時，全球晶片短缺
亦為汽車行業帶來嚴重打擊。李龍基提
到，個別牌子的車款配置高級音響，吸引
車主早前落訂購買。後期車廠因缺乏音箱
內的晶片配件，而未能在新車配置，車行
需重新議定新車價格，以及制定新合約讓
車主簽署。
　　香港電腦學會前會長梁建文指出，因
應部分較為先進的電子產品，例如個別規

格較高的相機以及無人機等，普遍需要較
為複雜的零件，價格較高，業界只會按市
場需求而入貨，一般存量不會太多，故現
時貨輪來港數量大減，致相關產品已率先
缺貨，市民難以購買。至於手機及電腦等
較為普及的電子產品，因應本港商家早已
大量入貨，故即時預期未來供應減少，故
相信對市場的影響不會太大，商家亦需按
市場需求定價，不能大幅加價。
　　另一個重災區為建築物料界，香港建
築業物料聯會行政總裁甯漢崇表示，因應
本港建築物料，大部分均由內地及東南亞
經海路來港，故現時相關物料的供應量迅
即減慢，致混凝土配料廠的生產量亦隨之
下降，故未來混凝土的價格，將有加價壓
力。至於過去簽訂的合約，他稱混凝土配
料廠會尊重合約積神，不會隨便加價，惟
因應現時整條混凝土供應鏈已經放慢，個
別工程項目突然急需大量混凝土供應，不
排除業界會收取附加費用。他指出，因應
現時貨運情況，該會要求土木工程拓展署
發一份通知予公務工程部，若混凝土送往
公務工程相關工地的時間有誤，冀相關部
門可以包容。

港貨品出口同受影響
　　除入口貨品外，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永遠名譽會長吳宏斌指出，因應貨輪數量
大減，連本港貨品出口情況亦受到波及，
致本地商家難以出貨，只能將產品囤積在
本港，影響本港工業市場的生產綫，一方
面貨品難以出貨，致資金無法流轉；同時
商家應不能因財政壓力而大幅裁員，免人
才進一步流失。
　　旺角先達商場開業十多年，從事手機
買賣生意的數碼匯店主葉毅勇指出，因應
水路交通受阻，致近年難以將手機轉售到
國內及海外，曾試過將手機由香港寄出，
海外買家需要一個月後才能收貨；同時運
費亦持續上升，近期已陸續上升一成至兩
成水平。

　　貨輪供應量大減，全球貨運供應鏈近期緊張，
本報翻查反映貨運價格的「波羅的海—乾散貨指
數」，據十月份最新數據顯示，相關價格按月再升
近三成，並較年初時急增一點八倍，反映問題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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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生產步伐拖慢。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永遠名譽會長
吳宏斌透露，因應貨輪數量大減，連本港貨品出口情況亦
受到波及，致本地商家難以出貨，只能將產品囤積本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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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貨運供應
鏈緊張，受多項
因素同時影響所

導致；除各國均有不同的檢測要求外，
據本報獲悉，因應近年鋼材價格急升，
每噸鋼材費用由去年約三千五百元升至
現時約六千元水平，致部分船東趁勢「劏
船」，將旗下部分接近退役齡年的貨船拆
去，並將船身的鋼材出售，待日後鋼材
價格下降才製造新貨船。業界指，有關
趨勢致市場上可以運作的貨船大減，成
貨輪供應不足的「導火綫」。
　　據業內人士進一步解釋，因應近年
船運發展迅速，故舊船的性能遠比新船
差，不論航行速度或航行時的穩定性
等，故船東購入新船後優勢則更為明
顯；一般貨船的折舊壽命為二十五至三
十年，而船體通常採用鋼材製造，若果
船東決定「劏船」，則大部分鋼材均可出

售重用，故現時即使部分貨船的壽命僅
約二十年左右，船東亦決定趁鋼材價格
高企，提早將船隻拆去，以賺取利潤。
　　業界內人士擔心，因應鋼材價格回
落需時，擔心短期內未必有太多船東願
意訂製全新貨船，加上製作新的貨船，
普遍需要約一年多的時間，致貨船供應
量會長期下跌，而現時業界已有心理準
備迎接「持久戰」。

各地檢測要求減慢航運
　　貨船下跌的另一個主要原因，與各
國均有不同的檢測要求有關；以中國內
地為例，對疫情防控的要求比香港更
高，船員每日均須接受檢測，故船公司
若決定將船駛入內地，則有定心理準
備，船隻需要逗留約一個月方能離境。
消息人士稱，有關因素引致船隻不能「貨
如輪轉」，影響貨品進出不同港口。至

於其他影響航運業的因素，消息人士指
出，包括內地加強落實「能耗雙控」，影
響高耗能產業煤、電用量；以及近期油
價急升等，均成為運費急升的因素。
　　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指
出，現時本港貨運界面對的問題，包括
本港貨櫃「有出無入」。
  他解釋，過去疫情前市場穩定，貨
櫃載滿貨品離港後，一般會於其他地
區，接載其他貨品返回香港，故兩地買
方各自為購入的貨品付運費；惟現時疫
情下多個海外城市經濟大不如前，貨物
出口量大減，致貨櫃離港後往往需要滯
留在其他海外城市。
　　邵家輝稱，因應相關情況，本港商
家往往需要自行付運費，將沒有貨物的
吉櫃運返本港，才能取得貨櫃進行出口
生意，可見運貨的成本將會倍增，致業
界經營情況較為困難。

鋼材價格升  「劏船」賺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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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兩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兩
年，導致全球貨運供應年，導致全球貨運供應
鏈緊張。 資料圖片鏈緊張。 資料圖片

■■雪藏雞翼等食品供應雪藏雞翼等食品供應
量近期減少。 梁譽東攝量近期減少。 梁譽東攝

因由斷鏈

九月出口貨值
按年增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