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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懸崖未解 全球風險難消 社協不遊行被施壓

社 評 井水集

美國國會兩院就 「財政懸崖」 問題
達成協議，並通過了相關法案，奧巴馬
總統亦將予簽署，好像問題便得到解決
，引起了市場一陣亢奮。實際情況如何
應予清醒的認識而免被誤導。

經過多番 「艱苦談判」 後兩黨才達
成協議實是政治秀，兩黨為撈政治資本
都要 「企硬」 ，大玩政治 「邊緣博弈」
（political brinkmanship），到最後一
刻才宣布協議。然而這只是一個回合的
完結，新的回合很快便會開始：由於財
政負債已達十六萬億美元而觸頂，財政
部採取了緊急措施減緩開支，才令政府
運作能維持多約兩個月，但國會必須在
二月內通過提高國債上限法案，否則美
國便要 「違約」 而政府停止運作。共和
黨已計劃就此事施壓，要求民主黨接受
財政削支。因此，兩黨圍繞財政的政爭
還將好戲連場。

更根本的是 「財政懸崖」 問題是否
真已解決？其實 「懸崖」 問題並未解決
。這好比小孩子病了必須吃藥才能好，
但小孩子怕吃藥，所以就不吃藥，而病
依然存在。這次的協議能做到的只是：
（一）把 「懸崖」 推後點，和把 「懸崖

」 的高度縮小點，使其衝擊減低，但財
政收緊不可避免。（二）把影響面的結
構調整一下，讓有的人負擔多點，而另
一批人則少點。也正因此成了利益集團
間的博弈，令政鬥尤為激烈：由於利益
攸關自須寸土必爭。

協議的要點有：（一）富者（年收
入40萬美元以上）因優惠取消而相當於
加了稅，十年內可增稅逾6000億美元。
（二）其他如分紅及資本增值稅率上調
。（三）工資稅優惠取消，由提升兩個
百分點帶來約千億美元稅收。（四）延
續失業等補貼。（五）兩黨先前協定的
自動削支方案延遲兩個月推行。由上述
可見，做成 「懸崖」 的兩大來源，自動
削支部分基本不變：推遲的影響有限，
各種稅項優惠部分則選擇性保留。總體
看 「懸崖」 高度是減低了，但具體影響
為何尚待觀察。

一般估計是這會帶來相當於GDP約
百分一點五的財政收緊，形成對增長的
財政拖累效應，相比沒有協議時的約百
分四算是溫和很多了。然而這裡面還藏
有許多變數，首先是財政收緊的直接及
間接乘數效應難料，尤其是通過心理作

用的間接影響最難測：投資及消費信心
的變化很難調控。其中對富人加稅或影
響不會太大，但加收工資稅卻會影響所
有員工。現時美國經濟復蘇基礎仍然脆
弱，能否承受加稅震盪並不清楚。其次
，由於兩黨爭拗仍將持續，財政政策前
景仍不明朗。長線投資的信心尤易被影
響。此外，減低 「懸崖」 高度自要付出
代價：削債減赤的進度會被拖慢，令財
政更難重拾平衡而對長遠發展不利，據
估算協議將令十年間財赤多了三萬餘億
美元，穆迪等評級機構和IMF均認為，
美國必須更加努力削債減赤。

顯然，在一陣莫名亢奮後，最終各
方都必須回歸理性。美國的財政問題涉
及經濟、社會、政治以至國際地緣政爭
等多個方面，乃多重利益博弈焦點所在
，今後由此引起的市場動盪自難避免，
特別是當市場全面看好之時尤須小心。
對此本港政府及投資人士均須特加注意
，切勿因一時的市場氣氛變化而誤讀外
圍環境及基調。更須防今年美債會如歐
債般成了市場關注熱點，如果 「懸崖」
事件引發的資產泡沫脹大失控，則風險
將會提至過高水平。

本港老牌社區組織 「香港社區組
織協會」 ，連日受到反對派政客及某
亂港傳媒的猛烈抨擊，原因是他們沒
有參加一月一日的 「元旦倒梁大遊行
」 。

他們說， 「社協」 是因為收了新
世界集團一千二百萬元的捐款，而 「
新世界」 老闆鄭家純當日曾為梁振英
參選特首 「站台」 ，所以才不參加一
月一日的 「倒梁」 遊行。

如果事實確實如此，也絕不存在
任何可以被攻擊的理由。社區組織協
會成立於六十年代，早年有來自英美
教會的資助，專以協助貧困基層居民
特別是兒童為服務對象，在當年比較
平和的社會被視為是一個激進組織，
港英殖民政府對他們也甚感頭痛。

回歸後， 「社協」 不再獲得外國
教會資助，成為一個本地公益團體。
而該會會長何喜華，二十多年前是港
大畢業生，不打幾萬元的政府工或私
人老闆工，去了 「社協」 ，而且一幹
二十多年，由當年的 「靚仔」 變成今
天的 「阿叔」 。當日梁振英參選期間
提出要 「訪貧問苦」 ，何喜華就帶他

到深水埗舊區， 「撐」 十幾層樓梯探
訪住在大廈天台屋的居民。

因此， 「社協」 接受新世界集團
捐款，在深水埗區開辦 「兒童學習中
心」 ，正正是 「社協」 的本職和本色
所在，也完全符合基層兒童、弱勢社
群的利益，有什麼不對？有什麼不可
以？

同樣， 「社協」 過去參加反政府
遊行，是因為不滿社會貧富懸殊加劇
，政府 「唔做嘢」 ；今天， 「社協」
認同梁振英施政確有扶貧之心，包括
已重設扶貧委員會、籌劃 「貧窮線」
及發放 「長者生活津貼」 ，因此願意
給予機會。

而最重要的是，當日遊行，是 「
社協」 自己的選擇；今日不遊行、不
「倒梁」 ，也是 「社協」 自己的選擇

，旁人無從置喙。
反對派和某亂港傳媒，不遊行、

不 「倒梁」 就要謾罵、就要施壓、就
要恫嚇，他們遠比那些據說 「收錢遊
行」 的 「金毛」 還要兇狠。

歐債危機漸趨穩定，美國經濟溫和復蘇及低息環境持續到2015年等因素
影響下，香港大學最新預計，本港今年全年經濟將增長3.5-4.3%，大幅高於
去年的1.3%。同時，港大預測，首季本地生產總值（GDP）增長2.9%，而通
脹及勞動市場則繼續保持溫和及穩定。

本報記者 李盛芝

港大料港今年GDP增4.3%
歐債紓緩 中美企穩 持續低息

消費信心弱 市民憂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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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昨日發表最
新宏觀經濟預測報告，上調2012年第四季實質
本地生產總值預測為同比上升2.2%，亦高於去
年10月公布的1.9%，反映外圍氣氛回穩。而在
低利率環境極可能持續到2015年，及中國經濟
預期有輕微反彈下，港大預料，2013年實際本
地生產總值將增長3.5%至4.3%，中位數為3.9%
，高於去年全年經濟增長估計的1.3%。

外圍回穩利出口消費
港大經濟金融學院助理教授王家富指出

，實際經濟增長大幅攀升，是由於歐債危機
最壞時間已過，外圍環境造好有利出口，美
國經濟溫和復蘇，加上中國經濟反彈，低息
環境持續，刺激消費及投資，本港經濟才有
較顯著增長。他表示，本港經濟 「差極有個
譜」，不會一直差下去。同時，他預測，本
季的實質經濟增長會加至2.9%。 「若今年全年
經濟增長要達到上述目標，今年第四季的實
質本地生產總值必須有5%以上。」

在全球經濟不穩的陰霾籠罩下，本港就
業市場將繼續疲軟，港大預計，失業率會由
去年第四季的3.4%，略升至本季的3.5%。王家

富解釋， 「由於勞動人口增長速率比就業人
口增長快，估計失業人數將上升3000人，總數
高達13.2萬人。若今年5月1日通過最低工資加
到30元，亦可能再次帶動失業率上升。」

通脹溫和食品漲價放緩
通脹方面，港大預期，未來數季通脹將

保持溫和，因為食品價格升勢放緩，整體通
脹率預計由去年第四季的3.7%，下降至本季的
3.2%。王家富指，相對穩定的資產價格及較低
的價格預期，亦有助緩和通脹壓力。至於本
港樓市走勢，他認為，現階段難以預測，但
他擔心，低息環境令樓市槓桿比率高，若外
圍利率一旦回升，會令樓市泡沫爆破，他認
為，政府收緊按揭有助控風險。不過，他提
及2015年後美國可能加息，屆時，本港樓價將
有所回落。

此外，行政長官梁振英將於本月中發表
任內首份施政報告，王家富希望，政府能將
重點放在民生上，關注基層市民生活，提出
紓解民困的措施。「提高勞動市場的生產力、
改變現有流動性、加強基建工作，以及住屋
的比例，亦是施政報告需要提及的項目。」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民建聯公布最新的消費
信心指數，市民對未來前景信心持續疲弱，最新的指數是
69.6，較半年前下跌1.4，近4成受訪者預期，個人財政狀況
會轉差，比上次輕微上升。民建聯經濟事務發言人葛珮帆
表示，調查顯示市民對未來經濟情況，仍然不樂觀，她估
計今年通脹和失業率會回升，加上外圍經濟持續不明朗，
建議政府在新的施政報告推出時，加緊推出推動經濟措施
，紓緩貧富懸殊。

四成人料個人財政轉差
民建聯在上月以電話訪問七百多名市民，調查顯示，

市民對未來前景信心持續疲弱。 「消費者預期指數」由上
次71跌至69.6， 「綜合消費者情緒指數」也由上次錄得的
67.4下跌至66.8。在此次調查中，有五成人認為在過去一年
的個人財政狀況轉差，而認為好轉的就只有一成六，但就
較半年前的調查上升2.2%；而對於未來一年的個人財政狀
況，有一成二人認為會好轉，而預期會轉差的就有四成，
較半年前微升1.7%。

在展望未來一年香港經濟前景時，認為會 「轉差」的
受訪者由上次49.8%進一步減至46.3%，而認為會 「轉好」則
增加至15.5%，估計這是與近期就業環境持續理想，通脹尚

算平穩有關。至於較長遠的展望，市民看法則明顯比前悲
觀。預料未來5年會 「持續不景」的受訪者由上次44.1%增
至44.6%，而持正面看法的則由上次17.7%跌回至去年底相若
水平，為12.1%。

民建聯促推保民生措施
民建聯認為，面對未來經濟的不穩定因素，特區政府

應集中資源推動經濟，改善民生，切實推出各相關措施，
期望特首能在施政報告公布前後，盡快推行適切經濟與民
生的政策與建議。一方面，民建聯希望當局能夠維持本港
金融市場穩健發展，積極推動經濟，包括：積極制定未來
金融業務發展的中長線方向及策略；設立 「香港特區政府
投資公司」；扶助已有一定基礎的本地工業及促進高科技
高增值新型工業發展；致力吸引國際科技公司在港設立研
發基地以及設立 「大嶼山發展委員會」。另一方面，民建
聯亦促請政府紓緩貧富懸殊，減輕市民經濟負擔，包括：
增建公屋及居屋、重建夾心階層住屋計劃，推出更多 「港
人港地」；設立 「低收入家庭生活補助計劃」，讓不符合
綜援資格的低收入家庭每月獲得1,000元補助；設立中產委
員會，扶助中產向上流以及檢討公用事業的加價機制等。

【本報記者虢書、唐剛強報道】受惠旅遊業
暢旺及市民收入穩定，去年11月本港零售銷貨額
達到365億元，較前年同月上升9.5%。扣除價格變
動後，11月零售業總銷貨量按年升8.1%，與旅遊
業相關的電器及珠寶類別升幅顯著。政府發言人
稱，零售業在11月的按年增長有所加快，但外圍
環境仍不穩定，當局對此保持警覺。

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最新零售業銷貨額數字
，去年11月的銷貨額及銷貨量升幅擴大，分別較
10月增加5.6及4.5個百分點。綜合去年首11個月，
銷貨額按年升9.9%，銷貨量則升3.6%。

單以11月計算，雜項耐用消費品的銷貨量按
年升幅最大，升40.5%；其次是電器及攝影器材，
升16.8%；眼鏡店升13.9%；珠寶首飾、鐘表及名
貴禮物升11.5%；中藥升10.1%；藥物及化妝品升
10.1%；百貨公司貨品升9.5%；服裝升6.9%；超級
市場貨品升6.5%；鞋類、有關製品及其他衣物配
件升0.7%。

另一方面，傢具及固定裝置的銷貨量錄得最

大跌幅，跌10.2%；其次為汽車及汽車零件，下跌
5.5%；書報、文具及禮品跌5%；燃料下跌3.4%。
與本港民生息息相關的食品、酒類飲品及煙草類
，則與去年持平，但其銷貨價值升2%。

政府發言人指出，零售業銷售在十一月按年
增長有所加快，主要受惠於勞工市場大致穩定及
月內訪港旅客人數急升，相信在短期內繼續為零
售業務帶來支持。然而，外圍環境處於不穩定狀
況，可能會在未來影響本地經濟及消費意欲，我
們對此要保持警覺。

另外，據深圳邊檢總站統計，從1月1日到3日
的元旦假期，深港口岸入境人員超過180萬人次，
經皇崗、福田口岸赴港澳遊旅行團近8000個。由
於香港各大商場競相推出促銷活動及瘋狂折扣。
加之人民幣的升值，辦理簽證便利，令內地居民
赴港澳旅遊 「血拚掃貨」急升。為應對客流，深
圳邊檢在各個口岸實行蛇形通道排隊候檢、分段
分流驗放等措施，全力疏導高峰期出入境客流。

遊客掃貨 11月零售升一成

港大本季經濟預測
（按年增長率%）

項目

本地生產總值

通脹率

失業率

貨品出口

貨品入口

服務輸出

服務輸入

資料來源：港大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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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奈捱貴菜
葉先生：數字歸數字，

經濟發展成怎麼樣，也不到
我們擔心。東西要貴的依然
會貴，但像肉、菜之類要吃
、要買的東西也依然要買，
我覺得個人也不可能擔心這
麼多。至於就業的話，我個
人就沒有特別期待會有人工
加，平時 「有工開」我就很
滿意了。

憂慮搵工難
John：物價貴很正常，不

說其他，只說水貨客，這個
問題真是非常嚴重，像奶粉
之類的價格都被推高了。我
自己就比較擔心通脹問題。
以後很可能不單是買日常生
活用品難，買樓可能更難。
至於就業問題，外來人才的
衝擊這麼大，我覺得港人未
來的就業問題也比較嚴峻。

▲外圍經濟環境回穩，有利今年出口，本
港全年經濟增長預料可達4.3%

▲受惠旅遊
業旺盛，珠
寶業零售額
升逾一成，
圖為遊客在
名店櫥窗前
瀏覽
本報記者
麥潤田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