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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80gsm 「UPM 麗印 ®雅光銅版紙」80克

■ 資料來源：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大中華區研究團隊

香港貿易發展局（下稱：香港貿發局）出口指

數旨在反映香港貿易商的短期出口前景。信心

指數調查每季進行，邀請來自六大主要行業的

500位香港貿易商參與。指數若高於50，顯示

短期前景看漲，態度樂觀。指數若低於50，顯

示短期前景看淡，態度悲觀。

這次調查顯示，出口指數於2020年第四季上升

11.1點至36.2，連續第三季上揚，顯示出口商

對未來數月的出口表現變得沒那麼悲觀。不過，

指數仍然處於50以下的收縮領域，可見短期出

口表現依然甚不明朗。

●	 整體而言，所有主要行業的出口信心全面告

升，其中機械業（39.5）的指數最高，而珠

寶業的指數升幅最大，上升12.9點至33.0。
●	 主要市場方面，中國內地（48.4）、日本

（47.3）及東盟（47.2）的短期市場前景最為

正面。出口商對美國（44.4）及歐盟（44.0）

的增長潛力信心則較少。
●	 另一個出口情緒有所改善的跡象是所有附屬

指數都呈向上趨勢，其中貿易價值指數為

36.5（上升4.5點），採購指數為34.6（上升

9.3點），就業指數則是41.5（上升1.7點）。
●	 新冠肺炎疫情未有緩和跡象，81.3% 出口商

表示於過去三個月受到疫情打擊，最普遍遇

到的不利影響是買家減少訂貨量（56.9%）。

●	 為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27.6% 的出

口商已降低出口單價。21.8% 受訪者縮減公

司規模，也有相同比例的受訪者開拓網上銷

售渠道。
●	 與此同時，62.9% 受訪者認為，中美貿易摩

擦持續會損害其出口業務。
●	 整體而言，新冠肺炎疫情（54.9%）依然是

香港出口商最擔心的問題，其後是全球需求

減弱 (23.8%) 及中美貿易摩擦（9.6%）。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最初造成的衝擊逐漸消散，

出口信心稍見改善，香港貿發局出口指數也逐

步回升，( 見圖一 ) 於2020年第四季上升11.1

點至36.2，連續第三季揚升。由此可見，出口

商的悲觀情緒已見頂，但整體指數依然處於收

縮領域，反映香港出口商於短期內將繼續面對

重大挑戰。

回顧與前瞻
貿易衝突與疫情下的香港出口

2020年第四季貿發局出口指數：

疫情最初衝擊消退

出口情緒有所改善

■ 香港貿發局出口指數顯示，
出口商對未來數月的出口表
現沒之前那麼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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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出口情緒改善，所有主要行業的出口商

也明顯較過去三個月樂觀。( 見表一 ) 機械業

（39.5）依然是最樂觀的行業，其後是電子產品

業（36.4）及玩具業（35.9）。珠寶業的反彈幅

度最大，上升12.9點至33.0，服裝業（32.9）

及鐘錶業（33.5）均上升11.9點。

至於主要市場的表現，亞洲區的出口前景依然

最理想，( 見表二 ) 其中中國內地的短期出口前

景最佳，出口指數為48.4，其後是日本（47.3）

及東盟（47.2）。出口商對美國（44.4）及歐盟

（44.0）的信心也有增加。可是，歐盟繼續被評

為前景最不樂觀的市場。

同樣地，出口商都對離岸貿易（並非經香港付

運但由香港出口商處理的貿易）的前景持樂觀

態度，( 見圖二 ) 離岸貿易指數由21.7升至

2020年第四季的36.0。

儘管貿易價值指數於2020年第四季微升4.5點

至36.5( 見表三 )，但依然處於收縮領域，顯

示未來數月單價依然會面對下調壓力。機械業

（41.0）的單價最具抗逆力，升幅也最大（7.7

點），玩具業（37.3）及電子產品業（36.9）的

指數則較平均水平為高，而珠寶業及服裝業的

指數則分別升至33.5及30.9。鐘錶業的指數僅

29.5，為各行業中最低，顯示未來數月的單價

有可能下跌。

圖一：香港貿發局出口指數

圖二：離岸貿易指數

香港貿發局出口指數

（按市場劃分）
美國 歐盟 日本 中國內地 東盟

2020年第四季 44.4 44.0 47.3 48.4 47.2

2020年第三季 41.2 36.0 46.1 42.9 41.0

2020年第二季 39.3 35.0 46.5 39.0 40.3

2020年第一季 40.0 34.0 44.8 37.0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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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貿發局

出口指數
電子產品 服裝 玩具 珠寶 鐘錶 機械

2020年第四季 36.2 36.4 32.9 35.9 33.0 33.5 39.5

2020年第三季 25.1 25.3 21.0 27.5 20.1 21.6 29.0

2020年第二季 18.2 18.7 12.6 17.6 14.7 13.0 21.0

2020年第一季 16.0 16.3 14.2 14.9 8.0 13.9 16.4

表一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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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指數方面，出口商於最近數季的採購情緒

漸趨改善，( 見表四 ) 指數於2020年第四季上

升9.3點至34.6。電子產品業（35.0）及鐘錶

業（34.0）的指數最高，玩具業（33.8）緊隨

其後。服裝業的指數升幅最大，上升15.4點至

31.7，機械業（30.9）及珠寶業（30.2）的指

數備受抑制，顯示兩個行業的採購活動可能收

縮。

就業指數於2020年第三季跌至四年新低後，( 見

表五 ) 於2020年第四季微升1.7點至41.5。總

的來說，僅電子產品業的指數有所上升（增升

2.2點至42.0），服裝業（38.1）及玩具業（38.0）

的指數均沒有變動。機械業（下跌2.5點至

42.6）、珠寶業（下跌2.4點至35.8）及鐘錶業

（下跌0.6點至35.0）的招聘信心同告下跌，可

能於未來數月裁減員工。

由於過去數月新冠肺炎疫情仍未明朗，( 見圖

三 ) 大多數（81.3%）受訪者指出，疫情對其

出口業務產生負面影響，比率較2020年第三季

下跌9.8個百分點，顯示信心輕微回升。另一方

面，僅18.7% 受訪出口商表示疫情未有影響他

們的出口業務。

時期 就業指數 電子產品 服裝 玩具 珠寶 鐘錶 機械

2020年第四季 41.5 42.0 38.1 38.0 35.8 35.0 42.6

2020年第三季 39.8 39.8 38.1 38.0 38.2 35.6 45.1

2020年第二季 42.1 42.6 36.1 40.8 36.3 35.6 43.2

2020年第一季 40.2 40.9 35.8 36.8 34.0 31.7 38.9

時期
貿易

價值指數
電子產品 服裝 玩具 珠寶 鐘錶 機械

2020年第四季 36.5 36.9 30.9 37.3 33.5 29.5 41.0

2020年第三季 32.0 32.6 25.0 32.7 26.0 27.4 33.3

2020年第二季 30.8 31.6 24.8 27.1 22.5 22.1 29.9

2020年第一季 30.6 30.7 28.9 32.6 22.5 27.4 33.0

時期 採購指數 電子產品 服裝 玩具 珠寶 鐘錶 機械

2020年第四季 34.6 35.0 31.7 33.8 30.2 34.0 30.9

2020年第三季 25.3 26.0 16.3 28.2 18.6 19.2 25.9

2020年第二季 10.5 10.4 9.4 11.3 2.0 17.3 14.8

2020年第一季 14.8 14.6 16.2 12.5 4.0 20.2 17.9

表三

表四

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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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疫情影響的受訪者中，( 見圖四 ) 買家減

少訂貨量（56.9%）依然是出口商的主要挑戰。

與此同時，22.3% 受訪者則指有買家取消訂單。

其他主要挑戰包括影響與海外買家或供應商接

洽（22.8%）、買家壓價（14.0%）、物流配送受

阻（12.8%）及延遲付運（10.7%）。

為了減輕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見圖五 )27.6%

的出口商已降低出口單價，比率較2020年第三

季上升5.6個百分點。與此同時，21.8% 表示已

縮減公司規模，而相同比率的受訪者則表示已

開拓網上銷售渠道。其他措施包括實行在家遙距

工作（18.8%）、降低最少訂貨量（15.5%），以

及開發其他產品種類（13.8%）。

十分負面 輕微負面 沒有影響 輕微正面 十分正面

2020年第四季

2020年第三季

0% 20% 40% 60% 80% 100%

56.7%

69.3% 21.8% 8.3% 0.6%

24.6% 18.3% 0.4%

買家減少訂貨量 56.9%（60.5%）

22.8%（22.0%）

22.3%（19.2%）

14.0%（8.2%）

12.8%（17.7%）

10.7%（9.1%）

6.3%（7.3%）

5.3%（3.9%）

2.7%（5.0%）

1.5%（N/A）

0.7%（3.5%）

影響與海外買家或供應商接洽

買家取消訂單

買家壓價

物流配送受阻

延遲付運

買家延期付款

配合政府隔離措施實行特別上班安排

勞動力供應緊張

資金周轉困難

原材料／零部件供應緊張

0% 20% 40% 60%

圖四：疫情對貴公司的業務在哪些方面有負面影響？

圖三：在過去三個月，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對貴公司的業務有何影響？

註：受訪者可以選擇所有適合選項

括號內數字反映2020年第三季出口指數調查所得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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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關注新冠肺炎疫情外，香港出口商也對中

美貿易摩擦持續可能產生的影響持謹慎態度。

( 見圖六 ) 整體而言，62.9% 受訪者擔心貿易摩

擦會損害其出口業務，比率較2020年第三季度

下跌5.5個百分點。相反，37.1% 出口商認為，

中美貿易摩擦不會帶來負面影響。

展望未來，( 見圖七 ) 大部分受訪者（54.9%）

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擴散依然是香港出口

商的主要關注問題。此外，23.8% 出口商依然

擔憂全球需求疲弱，9.6% 則認為中美貿易摩擦

持續會令業務衰退。僅1.2% 受訪者對香港製

造的商品出口到美國須標示為「中國製造」表

示關注。這可能是因為這項規定預期只對不足

0.1% 的香港出口有所影響。

27.6%（22.0%）

21.8%（23.0%）

21.8%（29.3%）

18.8%（20.4%）

15.5%（12.6%）

13.8%（11.0%）

7.9%（4.2%）

3.8%（3.7%）

2.1%（0%）

0.8%（1.6%）

降低出口單價

縮減公司規模，例如裁員

開拓網上銷售渠道

實行在家遙距工作

降低最少訂貨量

開發其他產品種類

加強發展中國內銷市場

分散銷售到其他海外市場

採用數碼解決方案（如雲端服務）

分散生產或採購基地

0% 10% 20% 30%

十分負面 輕微負面 沒有影響 輕微正面 十分正面

2020年第四季

2020年第三季

0% 20% 40% 60% 80% 100%

40.0%

20.5% 42.4% 36.7% 0.4%

28.4% 31.6%

圖五：貴公司會採取什麼措施去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圖六：你預期中美貿易摩擦對貴公司短期內的出口表現有何影響？

註：	受訪者可以選擇所有適合選項

	 括號內數字反映2020年第三季出口指數調查所得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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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兩年，在中美貿易衝突和新冠肺炎疫情雙

重打擊下，香港出口陷入困境，不過最惡劣的

影響似乎正逐漸減退。雖然出口商仍面對全球

需求疲弱、供應鏈中斷和貿易保護主義高漲等

重大不利因素，不過香港出口可能在2021年重

拾動力，在比較基數較低的情況下回升5%。

最近一次於2020年11月中進行的香港貿發局

出口指數調查顯示，香港出口商對各主要行業

和各大市場的觀感連續三季均有所改善。總

的來說，該指數從2020年第一季的歷史低點

16.0，反彈至第四季的36.2，但是仍處於收縮

區域。具體而言，29% 的香港出口商預料未來

一年的總銷售額保持不變，而27% 的出口商

則估計會增加。調查還顯示，新冠肺炎疫情可

能復熾和全球需求減弱依然是近期的兩大顧慮，

分別有55% 和24% 的受訪者有此看法。

2020年：出口收縮但靭力強勁

全球各地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而採取封鎖措施，

關閉邊界，商業活動持續停頓，觸發了自1930

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香港的出

口已因中美貿易衝突而遭殃，現在又要面對史

無前例的疫情。在全球供應鏈遭到嚴重干擾，

各地需求大受抑制的情況下，香港出口在2020

年繼續下降。的確，( 見表六 ) 在2020年首10

個月，香港出口總值比2019年同期下跌3.7%。

然而，整體出口表現續有改善，從2020年第一

季下跌9.7%，到第三季上升1.3%，較全球平

均水平和一些鄰近經濟體為佳，這突顯了本地

出口商的強勁靭力。舉例，在同一段時期（2020

年首10個月），韓國的出口下跌了8.2%，日本

的出口也收縮13.7%。

0% 20% 40% 60%

54.9%（51.5%）

23.8%（21.5%）

9.6%（15.0%）

3.3%（2.0%）

2.4%（1.6%）

2.0%（1.4%）

1.8%（2.6%）

1.2%（N/A）

0.6%（0.8%）

0.4%（N/A）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擴散

全球需求疲弱

中美貿易摩擦

中國經濟增長放緩

匯率波動

地緣政治緊張

區域和全球供應鏈重組

香港製造的商品出口到美國，須標示為「中國製造」

刺激經濟措施不足

美國總統大選帶來的不確性

2021年香港出口展望：復甦微弱 審慎前行

圖七：你認為哪個問題將對貴公司未來六個月的出口表現帶來最大風險？

註：	括號內的數字反映2020年第三季出口指數調查所得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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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市場方面，( 見表七 )2020年首10個月，

香港對中國內地的出口增長3.4%，這一發展是

受到3月底以來內地製造業復工所推動。香港

出口往台灣和越南等供應鏈聯繫緊密的市場也

見增長，分別上升8.8% 和3.1%。

主要行業方面，電子產品出口約佔香港總出口

70%，( 見表八 )2020年1至10月增長1.8%，

是唯一錄得正增長的行業。大致上，由於區內

有發達的電子製造業生產網絡，加上區際貿易

強勁，2020年首10個月香港對中國內地、台

灣和越南的電子產品出口均見增長，分別上升

5.5% 、10.8% 和34.4%。

2018年 2019年 2020年首10個月

億港元 增減 % 億港元 增減 % 億港元 增減 %

總出口 41,581.06 +7.3 39,886.85 -4.1 31,566.63 -3.7

本產出口 462.94 +6.5 477.51 +3.1 376.53 -5.0

轉口 41,118.12 +7.3 39,409.35 -4.2 31,190.10 -3.7

進口 47,213.99 +8.4 44,154.40 -6.5 34,274.21 -6.0

貿易總額 88,795.05 +7.9 84,041.26 -5.4 65,840.84 -4.9

貿易差額 -5,632.92 -4,267.55 -2,707.58

香港對外貿易概況

香港對主要市場的出口表現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香港貿易統計》

2018年 2019年 2020年首10個月

億港元 增減 % 億港元 增減 % 億港元 增減 %

美國 3,567.97 +8.1 3,040.04 -14.8 2,116.64 -17.9

歐盟（27國）	
*

3,310.61 +11.0 3,061.68 -7.5 2,253.05 -12.1

日本 1,293.18 +0.7 1,210.12 -6.4 888.26 -11.9

亞洲發展中地區 29,521.02 +6.9 28,620.40 -3.1 23,431.18 +0.3

中國內地 22,873.03 +8.6 22,108.54 -3.3 18,594.09 +3.4

東盟 3,081.65 +8.5 3,107.32 +0.8 2,317.33 -10.1

拉丁美洲 787.63 +15.3 798.98 +1.4 528.89 -22.0

中東 826.44 -0.3 865.81 +4.8 685.99 -3.7

歐洲新興市場 973.77 +29.9 900.22 -7.6 747.52 +2.6

非洲 428.03 +15.1 426.57 -0.3 359.92 +6.3

*
由於英國脫歐，香港與歐盟的貿易數字不包括英國在內。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香港貿易統計》

表六

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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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產出增長

香港部分行業的出口表現

2018年 2019年 2020年首10個月

億港元 增減 % 億港元 增減 % 億港元 增減 %

電子產品 28,419.10 +10.7 27,258.44 -4.1 22,630.65 +1.8

服裝 1,085.20 -3.9 962.25 -11.3 528.64 -35.0

貴重珠寶 569.65 +13.3 628.67 +10.4 380.72 -27.3

鐘錶 663.31 +1.7 642.23 -3.2 365.72 -32.2

玩具 481.13 -1.3 349.18 -27.4 234.07 -21.8

家用電器 151.82 -2.9 154.76 +1.9 111.91 -13.8

中國內地率先復甦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 見圖八 ) 到2020年

底，全球經濟將收縮4.4%，為2009年金融危

機以來最差的狀況。然而在2021年，預期全球

經濟將反彈5.2%。不過，情況的改善將取決於

多項因素，包括消費者和企業能否恢復信心、

政府採取甚麼措施以保護就業和刺激需求等。

在較為發達的經濟體，隨著疫情初期的衝擊進

一步消退，商業運作和日常活動開始復常，預

料增長將慢慢回升。相比之下，發展中經濟體

則有待外部需求轉強而且全球金融狀況寬鬆，

才會重拾增長動力。

2020（e）＝估計，2021（f）＝預測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20年10月）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香港貿易統計》

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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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大市場之中，中國內地是第一個從疫情中

恢復過來的主要經濟體，已成為推動香港出口

的強大力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數據顯示，

到2020年底，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將

增長1.9%，而2021年更可望增長8.2%。為致

力達致這一目標，中國在2021年至2025年的

第十四個五年規劃中，提出了新的「雙循環」

發展格局，加強以內需為主要增長推動力。可

以預期，這將為香港出口商帶來更多機遇，尤

其是在大灣區及「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

美國雖是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最

高的國家，但其經濟於2020年第三季回復增

長。該國的年化 GDP 按季增速在第一季下降

5.0% 和在第二季下挫31.4% 後，於第三季反

彈33.1%。自2020年4月以來，零售額和失業

率均出現明顯的改善跡象。零售額在4月按年下

跌15.3%，到10月份則有所反彈，增長8.5%；

失業率則從4月的戰後高位14.7% 降至10月

的6.9%。展望未來，雖然美國海關提出了新規

定，在香港生產的貨品須標記為「中國製造」，

但是這項規定只涉及香港總出口的0.1%，預料

此舉帶來的不明朗因素對本港出口商影響不大。

最近的香港貿發局出口指數調查結果也印證了

這一點，只有1.2% 的受訪者認為這項規定值

得關注。

把視線移向歐盟，隨著防疫措施放鬆，經濟

活動在第三季有所回升。歐盟的 GDP 增速在

2020年第一季和第二季分別按季下跌3.3% 和

11.4% 後，於第三季回升11.6%。至於近期的

發展，歐盟已同意一項7,500億歐元的復甦方

案，以應對疫情引起的危機。目前復甦方案正

在立法階段，預料2021年準備就緒。有見及此，

歐洲委員會在2020年秋季預測中估計，歐盟經

濟在2021年將增長4.1%。重點是隨著更多工

廠復產，歐盟的製造業將重拾活力，對來自香

港的零部件的需求也料將增加。

放眼其他主要市場，在日本，新任首相菅義偉

很可能繼續奉行前任首相安倍晉三的多項政策。

因此，日本高度寬鬆的金融環境應會持續下去。

據報，菅義偉及其內閣正在擬訂2020財政年

度第三份補充預算案，期望以新的刺激方案進

一步減輕疫情對經濟造成的傷害。預期此舉可

促進私人投資和消費需求，為香港出口商帶來

良機。同時，由於疫情曾導致供應鏈中斷，加

上中美貿易關係持續緊張，促使日本企業將工

廠從中國內地遷移到其他成本具競爭力的國家，

尤以東盟各國為然。這種情況將使區內機械設

備和零部件的流動增加。

東盟方面，由於各成員國受到供應鏈中斷的影

響，2020年整體增長停滯不前。不過，隨著各

國推出重大的政策刺激方案，估計2021年經

濟將會反彈。目前《香港—東盟自由貿易協定》

已在東盟其中九個成員國生效，將進一步加強

香港與該地區的聯繫。除市場機遇外，東盟各

國還提供多元化的製造和投資環境。東盟十個

成員國已和澳洲、中國、日本、韓國與新西蘭

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勢將

刺激區內的投資情緒並促進貿易往來，香港大

有機會從中受惠。在這背景下，香港也有望成

為首批新加入 RCEP 的經濟體之一。

其他多個發展中經濟體在2021年的出口前景

可能有所改善，但仍然較疲軟。拉丁美洲方面，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2020年會出現衰退，整

體經濟收縮8.1%，情況比其他發展中地區為

差。不過，隨著外部需求回升和國內經濟活動

恢復，2021年該區經濟將溫和回升3.6%。巴西、

智利和哥倫比亞的中央銀行把政策性利率穩定

在多年來的低點，以支持經濟復甦。另一方面，

由於全球投資者對風險資產的投資興趣減淡勢

必令財政政策收緊，加上需求下降使全球生產

停滯，一些負債纍纍且資金短缺的國家（如阿

根廷）及較為工業化的經濟體（如墨西哥）的

復甦之路並不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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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焦點轉移到歐洲新興和發展中市場，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預測在2020年經濟收縮4.6%，而

2021年則反彈3.9%。雖然新冠肺炎疫情在區

內多個經濟體受控，但是全球供求受到的衝擊

也使該地區的經濟遭受沉重打擊，例如波蘭和

匈牙利經濟衰退加劇，失業率上升。較樂觀地

看，預料歐盟7,500億歐元的刺激方案將為該

地區的成員國提供急需的資助和貸款，處理疫

情帶來的後遺症。

中東的經濟同樣飽受衝擊。油價自2020年初

以來劇跌，疫情爆發更是雪上加霜，對該地區

造成嚴重打擊。沙特阿拉伯是全球最大的石油

出口國，正經歷嚴重的經濟收縮，以致《2030

年願景》所提出的改革規模要縮小，而增值稅

率則從5% 提高到15%。阿聯酋的情況也不理

想，當地是區域物流和出口加工中心，全球各

地封城已嚴重影響其經濟發展。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預測，中東和中亞的產出在2020年會萎縮

4.1%，不過到2021年將反彈3%。

風險與挑戰：

疫情復熾和保護主義抬頭

總的來說，無可否認新冠肺炎疫情及其相關後

果仍然對香港出口前景構成最大威脅。最新的

香港貿發局出口指數顯示，81% 的出口商表示

其業務因疫情爆發而受損，只有63% 的出口商

表示中美貿易摩擦對其業務構成相同威脅。

疫情自2019年底爆發以來，已蔓延到200多

個國家和地區。雖然多國政府已放寬防控措施，

但疫情復熾依然是各經濟體面對的主要風險。

不過，即使疫情真的復熾，但眾多公司已重組

供應鏈或採購網絡，多少可減輕疫情引發全球

供應鏈中斷的問題。然而，邊界關閉造成物流

瓶頸，以及海陸空運輸能力下降，仍會在金錢

和時間成本方面對貿易產生不良影響。

另一方面，預料保護主義在2021年依然對香港

出口構成威脅。不過，纏繞多時的中美貿易爭

端，在2020年1月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後可

能有所緩解。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已促使一些公

司重新考慮其採購安排，包括將製造設施遷回

本國或遷往其他東盟國家，這些發展可能在短

期內令香港出口前景更不明朗。

香港出口：2021年曙光透現

在政策環境寬鬆及各國應對疫情有所改善的情

況下，預料2021年世界經濟將保持穩定並逐漸

反彈，只是較為輕微及速度不均。同樣地，儘

管比較基數較低，香港出口在未來12個月可望

溫和復甦。也許令人稍覺安慰的是，新冠肺炎

疫苗在2021年面市，長遠而言，這將對商業運

作和經濟活動最終返回常軌發揮關鍵作用。

考慮到上述各種環球、區域及本土因素，香港

貿發局經貿研究預測，( 見表九 )2021年香港出

口總值將按年上升5%。

上述預測與最新的香港貿發局出口指數調查結

果一致。調查中，有55% 的受訪出口商表示，

疫情復熾對未來六個月的出口表現構成最大威

脅，較2020年第三季的52% 略高。調查還顯

示，( 見圖九 )29% 的香港出口商預料未來一年

的總銷售額將保持不變，而27% 則預期有增長。

主要行業方面，佔香港總出口70% 的電子產品

業貿易商對未來一年的增長機遇感到樂觀。由

於各地普遍實行社交距離措施，又廣泛採用在

家工作及網上學習等安排，很多製造電腦、網

絡攝像頭、麥克風和醫療儀器等產品的公司已

經察覺市場需求正在增長。

數值

2020年（臨時） -3.0%

2021年（預測） +5.0%

資料來源：香港貿易發展局

香港出口增長預測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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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的出口前景則有點黯淡，原因之一是生產

設施持續從中國內地遷移到南亞和東南亞，難

免導致香港服裝出口下降。產品類別方面，隨

著在家工作料會成為新常態，人們對正裝的需

求相信會減弱，而端莊休閒和易於打理的服裝

則銷路上升。

香港的玩具出口前景較為樂觀。由於各地間歇

地關閉學校並實行社交距離措施，更多兒童和

青少年留在家中和盡情遊玩，玩具需求有所增

加，因此本港的玩具出口料將上升。同時，電

子潮流玩意、電競產品和設備，以及周邊玩具

配件等日趨普及，也將是推動香港玩具出口的

潛在力量。

鐘錶業方面，智能數碼設備的使用日益廣泛，

繼續對鐘錶業帶來深遠影響。在疫情下，消費

者的健康意識有所提高，具有健康監測及內置

健身追蹤功能的智能手錶，已成為本港手錶出

口的主要增長引擎。

最後，香港珠寶出口的增長步伐依然緩滯，尤

以高檔珠寶為然。消費者對黃金和鑽石首飾等

名貴珠寶的需求顯著減弱，這可能與疫情導致

許多婚慶活動取消或推遲有關。不過，人們對

時尚珠寶和設計師首飾的購買意欲也許較易反

彈回升。▓

上升多於10%

上升5-10%

上升3-5%

上升少於3%

不變

下跌少於3%

下跌3-5%

下跌5-10%

下跌多於10%

4%

29%
3%

13%

13%

15%

7%

6%

10%

圖九：貴公司預期2021年的總銷售額與2020年比較會有何變化？

資料來源：香港貿發局出口指數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