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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炒起大宗商品 製造業當災

廠家材料成本升全年恐蝕兩成
大宗商品價格升幅一覽

受全球經濟復甦前景預期的提振和美國

商品

1.9 萬億美元財政刺激計劃等因素影響，大
量資金湧入貴金屬、石油、鋁、銅和錫等
大宗商品市場，今年以來銅價格上漲近五
成，原油價格也大幅上漲兩三成。珠三角
地區的諸多企業原材料成本也隨之大漲，

目前價格*

今年以來漲幅

原油

59.19美元每桶

兩三成

銅

8,915.5美元每噸

五成

塑膠

規格多

平均約三成

電容

規格多

平均約一至三成

電阻

規格多

平均約一倍

生意大受影響。有從事電鍍業務的港商原

*截至4月8日晚上9點

本期望牛年有好的收成，現今卻悲觀預計

◀華強電子市場許多電子元器件價格均出現不同程度
上漲。

將會虧損約兩成。

製表：記者 李昌鴻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從事珠寶、手錶和電子產品表面處理的香港電鍍
業商會主席、創隆實業董事總經理陳偉最近感
覺挺煩惱，公司用於耳機、手錶等電鍍用的貴金屬
價格今年以來大漲，而這些貴金屬本身市場就很
小，所以沒有辦法對沖，導致公司成本大漲五成。

貴金屬漲價電鍍商成本升五成
「之前與客戶訂單價格早已定下，也沒辦法更
改，所以只能由公司自己承擔，為此原本預計今年
可以賺些錢，但因貴金屬大漲吞蝕了大量利潤，預
計今年將虧損一兩成。」陳偉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
採訪期間不停地唉聲歎氣，感歎自己辛辛苦苦幹了
一年，最後的感覺卻像是「在幫市場貴金屬生產商
和市場炒家打工」。
從事高新建築材料生產的港商、菲普新材料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創始人王漢珽也有同樣的苦惱。截
至今年 3 月份，石油化工類的原材料價格同比漲了約
50%，而金屬類的原材料價格也漲了 20%，產品銷售
利潤降低了至少 10%-15%。他稱，受疫情影響，國
內外廣大客戶的信心也沒有完全恢復，在謹慎消費下
公司產品的售價不升反降，這個客觀現象對剛剛恢復
生產的企業形成了一定的打擊，預計今年公司利潤至
少減少一成以上。

香港電鍍業商會主席、
創隆實業董事總經理陳偉

建材商加快產品升級換代應對
為此，王漢珽近期組織公司核心骨幹進行了多方面
的調研，得出的結論這是暫時的現象。長遠來說還是
內地的形勢遠好於國外和香港。公司將加大對研發的
投入，加快產品升級換代以刺激消費需求。另一方
面，公司在各項政府基金的幫助下，穩固現有市場，
努力開拓新市場。希望能在逆境中充分保留實力，以
待世界其他經濟體重啟經濟活動時能第一批受惠。
地處寶安沙井的港企中天世紀集團，有 3,000 多個
員工，主要從事文具和收納袋等生產，產品95%出口
歐美日本，去年出口 4 億美元，以美國市場為主。該
公司董事長鍾家武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公司進口原
材料塑膠上漲 30%，其他產品漲得不多。因為塑膠成
本佔產品總成本 30%，為此，公司將出口價格上漲
10%，這樣就可以彌補材料上漲的損失。去年受疫情
影響，辛苦一年剛好持平，沒有賺到錢。他預計今年
會好一點，全年銷售將達到4.5億美元。

賺錢效應吸引散戶機構入場炒作
對於商品市場大漲的原因，平安期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採訪時分析認為，目前期貨市場有不少資金湧
入，除了一部分因套期保值進入的產業資金外，投資
資金的增加速度也較快。有數據商做過統計，資金湧
入比較多的品種，都是波動比較大的，
包括鐵礦石、原油、銅等，就受到比較
多的關注。其中一部分受賺錢效應吸引
來的個人投資者，還有就是看好商品市
場的機構，例如主要投資商品的 CTA（期
貨投資基金），今年就廣泛受到市場和財富
管理機構的青睞。

公司出口產
品漲價一
成，以彌補
塑膠上漲的
損失。

菲普新材料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創始人王漢珽

中天世紀集團董事長
鍾家武

客戶不接受加價 電子公司利潤大縮

●胡美玲告訴
記者，今年以
來銅價漲幅約
五成。圖為其
公司員工在華
強電子市場銷
售連接線。

●由於電容漲價
三成，南山一路
由器廠林先生感
歎公司利潤日益
稀薄。
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走訪了華強
北的華強電子市場，看到許多企業
前來採購電容和電子配件，不少負
責人對節節大漲的原材料紛紛叫
苦。他們感歎自己難以給下游客
戶漲價，生意頗為難做，最
嚴重者甚至無法正常
生產產品，形勢
十分嚴峻。

從事路由器生產的南山一企業採購
人員林先生告訴記者，工廠現有員工
70-80 人，產品出口和內銷。目前路
由器的元器件電容價格大漲三成，電
阻更是翻倍上漲。他抱怨上游原材料
漲價，下游客戶卻不接受漲價，導致
公司利潤空間被壓縮。「過去賺 10
元，現在只能賺 2 元……利潤越來越
薄，現在老闆擔憂養不活工人。」此

專家之言

美狂量寬禍延商品市場

金瑞期貨研究所銅研究員龔鳴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今
年以來有色金屬普遍出現了比較大
幅度的上漲，其中漲幅比較大的有
鋁、銅和錫。銅同比上漲59%，鋁
同比上漲38%，錫同比上漲34%。
不過他認為，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對
出口影響有限。
有色大幅上漲的主要原因有兩方
面，一是疫情後國內外經濟復甦強
勁拉動有色需求，內地疫情去年很
快就控制得當，經濟較快復甦，海
外今年以來疫苗推進順利，疫情情
況緩和，經濟也出現了較快的復
甦。二是海外政策持續寬鬆，抬升
通脹預期。美聯儲持續強調寬鬆立
場，美國M2屢創新高，1.9萬億美
元財政刺激政策帶來強勁的通脹預
期，抬升商品價格。另外個別品種

由於化工和
金屬產品漲
價，公司利
潤將減少一
成。

感歎無法對
沖貴金屬上
漲的壓力，
今年料將虧
損約兩成。

基本面也有供需關係的矛盾，也在
價格中有所體現。
龔鳴表示，商品價格對製造業企
業有一定影響，高昂的商品價格導
致原材料成本上升，對下游企業的
採購有抑制作用。以銅為例，銅價
一度漲至 7 萬一噸，下游企業考慮
到原材料成本過高，利潤難以維
繫，能轉嫁成本的，如部分家電企
業就上漲了終端產品價格，以應對
原材料漲價。不能轉嫁成本的，如
電線電纜廠，會考慮延緩採購時
間，或降低採購數量。

廠家需設法轉嫁成本
他認為，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對
出口影響有限，勞動密集類型的
產品出口與商品價格關聯不大。
機電類產品由於原材料價格上漲

會導致終端產品價格上漲，但考
慮到中國的一些以家電為代表的
重點出口產業的不可替代性，價
格上漲可以轉移到終端價格，預
計不會對出口有過多抑制。
平安期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與
去年同期相比，大宗商品整體漲幅較
大。貨幣上，美聯儲以歷史最快速度
擴表，全球流動性充裕，疊加疫苗推
出強化復甦預期，供需錯配推高大宗
商品價格。目前來看商品價格上漲對
中游的加工企業影響較大。原材料價
格上漲，加工企業的利潤會受到影
響，調價又會影響到下游的需求，一
些非剛性需求的行業會比較難過。下
游企業跟着調價，如前段時間的空
調，抬價幅度還是跟不上原材料的漲
速，而且調高到一定程度還會影響銷
售，進而反噬自己的利潤。

外，國際市場上美元價格下跌也使出
口利潤進一步下降。

電阻電容芯片價格狂升
一家生產電容的江蘇南通工廠深
圳華強電子市場櫃枱銷售員告訴記
者，其工廠生產的電容價格有所上
漲，不同規格有不同的漲幅，普遍
漲了約 10%。該市場從事芯片貿易

的商家負責人張先生亦稱，現在所
有材料都漲，尤其是芯片，因供貨
緊缺，有的芯片價格上漲 100%。同
樣，某些國內技術欠缺無法製造的
電容產品也大約漲了十幾個點，目
前主要從日本進口。
從事防水線、USB 線、打印線等
數十種連接線生產的寶安企業深圳
市創飛華電子負責人胡美玲告訴記
者，今年以來銅價已經歷了兩次上
漲，一次在今年 1 月份，一次在今年
3 月份。公司生產成本因此大漲，而
公司下游客戶為企業和個體，考慮
到若漲價太多其難以接受，故只向
客戶漲價一成。
胡美玲透露，目前沙井工廠自己
生產製造，工廠員工約有幾十人，
產品主要是機器製造，只要有足夠
材料，製造速度很快。但問題是難
以購買到銅材料，有些產品只要沒
有銅就無法生產。為了節省成本，
一些商家將工廠搬出深圳，節省人
工和深圳高昂的廠房租金，她公司
也有類似的計劃。

塑膠價炒起 新材料冀升級產品應對
為印刷包裝業提供覆膜等產品的深圳市三
上新材有限公司董事長徐東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採訪時表示，今年塑膠原料大漲
25%-35%，公司只得向下游轉嫁成本 ，但從
目前銷售來看，訂單並不理想。為此，他擬
推動公司業務穩紮穩打，提高企業管理效率
和資本運作效率，做好技術升級和自有品

牌，從而贏得客戶購買需求。
徐東表示，今年以來塑膠等化工產品價格大
漲，除了需求外，市場炒作也是如影隨形。為了
應對漲價壓力，公司只得向下游印刷包裝企業轉
嫁成本，跟着漲價。但下游企業利潤已經很薄
了，轉嫁成本顯然並非長久之計，只有看接下來
國內國際市場的終端需求是否有提升。

印刷包裝前景不樂觀
●今年以來
塑膠等化工
產品價格大
漲。

總體而言，徐東對化工和印刷包裝前景及
實體經濟並不樂觀，認為去年由於內地疫情
管控得比較好，因此吸引了大量海外訂單。
今年隨着美聯儲不斷地放水和印鈔，以及全
球疫苗接種進一步擴大，國外製造業開始復
甦，這會導致來自國外的訂單數字下降。在
他看來，目前中國經濟仍有不少隱憂，一方
面是生產過剩的問題，另一方面是金融向金
融資本深化變革的問題，在目前環球環境下
兩樣都不好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