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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在「十四五」規劃中對推動綠色發展訂下明確目標，努力爭取在
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而內地碳交易市場於去年
7月中正式啟動，為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覆蓋規模最大的碳市場。本會
會長朱立夫表示，國家政策對紡織業有重大影響，希望業界能在廠房設
計及發電下功夫配合國家發展，以免屆時企業太遲轉型面臨損失。亦希
望議員可為業界爭取減免稅政策，令港商可以配合國家發展方向。

會長：盡快認識國家目前政策形勢
碳排放權市場最先覆蓋煤炭及天然氣廠這類發電行業，這類產業碳排放
量相對較大。全國兩千多家發電行業重點排放單位，年碳排放量超過40
億噸。因此先從發電行業入手，將其納入碳交易市場機制，較順理成章。
現時港商對碳排放權市場興趣不大，大部份人認為短期內會加入交易

所的只有重工業如鋼鐵、水泥，而輕工業如紡織行業不會太快受到影
響。加上目前擁有排放權的企業不多，香港九成紡織廠商是中小型企
業，更加事不關己。但是本會會長朱立夫呼籲業界，盡快認識國家目前
政策形勢，把握機會。「化纖和紡紗廠碳排放主要用在蒸氣鍋爐加熱，
處理如染色定型時用水亦多。紡紗雖然不屬於高碳行業，可以減少節能

不多，但可以在廠房設計上下功夫，如減少門窗、保溫上改良及冷氣熱
能回收，亦可以研究太陽能板發電。」朱指出，目前比較少廠商願意多
走一步，雖然對社會有益，但對公司暫時沒有即時利益。
他舉例說，去年六月，浙江寧波供電公司與申洲國際集團簽訂「減碳

行動全球戰略合作協議」是其中一個好例子。申洲國際集團目標2030年
比2020年碳排放降低42%，實現能源利用高效、清潔、低碳、智能。根
據協議，浙江寧波供電公司將組織專家團隊為申洲國際集團提供減碳行
動整體解決方案，主要包括新能源開發利用、節能與能效提升、智慧能
源管理、能源市場化等項目。

特區政府推動減碳
目前，雖然港商可以以「再工業化資助計劃」得到相關資助，但短期

仍是需要減免稅政策去鼓勵做出改變。特區政府在二月公布的財政預算
案中公布，為爭取於二零五零年前實現碳中和，政府會按照去年公布的
《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實施深度減碳策略和措施。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指，會向「低碳綠色科研基金」額外注資2億元，這項基金的第一
輪申請反應熱烈，第二輪亦已開始接受申請，注資將可額外資助約40個

項目，重點支持淨零發電、節能綠建、綠色運輸及全民減廢等範疇，並
有助支持創新和科技業界創造就業機會，並以進一步推動香港減碳和加
強環境保護。他指，香港會致力把握國家政策機遇，為減碳事業和達致
國家目標作出貢獻。 香港紡織商會蘇文華

港紡服出口止跌 內地東南亞持續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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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美國農業部（USDA）發布全球棉花供需預測月
報，下調2021/22年度全球棉花產量、進出口和期末庫
存。具體特徵如下：
美棉出口下降：美棉出口量略有下調，期末庫存上

調，產量和工廠使用量不變。由於物流問題，裝運有所
拖後，出口量下調5.44萬噸至321.1萬噸。
美棉物流影響庫存：2021/22年度全球棉花期末庫存
下調15.24萬噸，主要是全球產量下調了17.42萬噸。但
是美國庫存調升，預估受到物流問題導致發貨延滯，影
響月出口下滑。
印度產量下調：印度由於新棉上市速度緩慢，顯示產
量低於預期，因而產量下調了10.89萬噸。坦桑尼亞棉花
產量根據其政府更新的種植面積數據下調了7.51萬噸。
內地進口量下降：全球貿易量下調2.61萬噸，主要是

中國內地進口量下調5.44萬噸，儘管部分被印度進口量
的上調所抵消。
巴印出口下降：巴西和印度出口量下調，部分被澳大
利亞出口量上調所抵消。

香港紡織商會 謝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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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北京冬奧運比賽服裝
展示品牌研發設計成果人工智能手部識別系統應用光纖布料

2020年面對新冠疫情，全球紡織服裝（紡服）
常規消費需求斷崖式下跌，香港亦在谷底徘徊。
但是2021年香港紡服已稍見谷底回升。據港府統
計處資料，2021年全年香港紡服出口1088.37億
（港元，下同），較大減27.5%的2020年回升
2.7%；其中服裝出口667.55億，回升4.7%；紡
織品420.82億，跌0.4%。
歐盟及英國市場是去年出口主要下跌的地區，
下跌18.3%，其中紡織品下跌57.5%，美國市場

紡織品亦大跌68.6%。香港紡織品2020年因為口
罩和醫用防護服等防疫物資訂單激增而收益，今
年則回復原狀。內地及東盟出口數字則繼續呈上
升趨勢，分別上升14.5%及1.2%。其中東盟出口
年同比大跌23.6%，今年則呈反彈勢頭，同比上
升13.7%。中國香港與東南亞國家聯盟的《自由
貿易協定》和《投資協定》已於2021年2月12日
全面生效，預料也對出口狀況有幫助。
展望未來，香港紡服出口整體趨勢仍不樂觀，

香港紡服經濟活動仍低於衰退前的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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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疫情及社交距離對紡
服業打擊相當大，全球服裝消費前景仍不明朗。
香港紡衣出口結構早已由本地產品出口為主轉為
經港轉口為主，目前兩者比例接近1:99。隨着本
地紡衣生產式微，出口已成微不足道，近年亦以
每年雙位數字跌幅下降。

香港紡織商會余青

中國隊在北京冬季奧運9金4銀2銅的佳績創下中國隊在冬奧歷史
上金牌、獎牌總數的紀錄。運動員的精彩比賽固然刷亮我們的眼
球，精美的高性能運動服同樣吸引。體育運動的競賽，目前已經不
單只依賴運動員的天賦，亦需要科學的訓練，精良的裝備，及無微
不至的細節提升。
就這次冬奧來說，我們現在看到漂亮，精美的比賽服裝，凝聚了

不少大品牌從幾年前和企業、研究機構及大學合作、研發、設計及
製作的成果。
主要的運動服品牌繼續在這次冬奧上發揮他們的主場本色，

不過，與夏季奧運略有不同，除了Adidas、Nike、Anta等大品牌，
FILA、Descente、Phenix等小眾品牌在冬奧會上的成績亦非常令人
注目，成為最多獎牌得主穿着的比賽服，再次體現冬季奧運服裝的
超強專業性。
今次冬奧服裝的技術亮點，不得不提美國隊由Ralph Lauren贊助

的智能防寒服。和以往透過由電池驅動的加熱技術服裝不同，這種智
能防寒服採用的技術不需要電池及傳感器，而是由智能材料本身感應
周邊的溫度，自動調節變形，增加靜止空氣層厚度，達到保暖功效。
面料技術由美國初創公司Skyscrape獲美國能源部及Y Combinator
資助開發，這類材料的發展對可持續發展有重要的意義。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總監（項目發展）姚磊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及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共同創建的人工智能設計研究所（AiDLab），透過
研究將人工智能應用於不同設計範疇。其中一個主要項目，就是與紡織技術有關。科
研團隊一直以來，致力研發不同種類和結構的光纖布料，用於創新產品及服務設計。
今次最新的突破，就是成功將人工智能的手部識別系統應用於光纖布料上。用家可
以在特定的距離下，對人工智能光纖布料作出不同的手勢，而這些手勢會被布上的感
測儀器記錄，再傳送去人工智能電腦進行分析。當電腦識別到特定的手勢後，就會根
據相應的手勢，令人工智能光纖布料發出不同顏色的燈光。
即使每一位用家做同一樣的手勢，每一個用家的手勢都會有不同程度的偏差。人工
智能光纖布料有能力識別不同用家做出同一個手勢，再根據不同的手勢，給予用家相
應的回饋。
今次研發的人工智能光纖布料，有別於過往的編織技術，採用更成熟的針織技術

（Knitting）。此技術將光纖與布料無縫地結合，同時豐富了布料的外觀和質感。與此同
時，由於用家是透過手部動作與人工智能布料互動，用家首次可以在不接觸到布料的
情況下，與人工智能布料互動。
目前人工智能光纖布料仍處於測試階段，科研團隊致力探索將這項技術應用在不同
的範疇。現正努力研究將這項技術應用於「多感官治療（Multi-sensory treatment）」的
可行性，希望可以幫助一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朋友，及患上認知障礙症的長者。
同時，科研團隊亦與聖公會黃大仙區地區康健中心合作，使用人工智能光纖布料的
技術，研發一幅「多感官牆」供區內的長者使用。希望能夠提升長者的生活質素，以
及提升大眾對長者生活健康的關注。團隊衷心希望這項技術將來能夠回饋社會，造福
社群。 資料來源：人工智能設計研究所

2021/22年度世界棉花
產消存及貿易預計

單位：萬噸

項
目

國別地區
（首五位）

2021/22年度
（11月預計）

2021/22年度

2月預計 增減 同比%

產
量

中國 587.9 587.9 0 0.0%

印度 598.7 587.9 -10.8 -1.8%

美國 383.7 383.7 0 0.0%

巴西 287.4 287.4 0 0.0%

巴基斯坦 126.3 126.3 0 0.0%

全球合計 2633.6 2616.1 -17.5 -0.7%

消
耗
量

中國 860.0 860.0 0 0.0%

印度 566.1 566.1 0 0.0%

巴基斯坦 243.9 243.9 0 0.0%

孟加拉 191.6 191.6 0 0.0%

土耳其 185.1 185.1 0 0.0%

全球合計 2705.1 2709.1 4 0.1%

進
口

中國 212.3 206.8 -5.5 -2.6%

孟加拉 180.7 180.7 0 0.0%

越南 163.3 163.3 0 0.0%

巴基斯坦 119.7 119.7 0 0.0%

土耳其 113.2 113.2 0 0.0%

全球合計 1013.7 1011.1 -2.6 -0.3%

出
口

美國 326.6 321.1 -5.5 -1.7%

巴西 180.7 178.5 -2.2 -1.2%

印度 126.3 124.1 -2.2 -1.7%

澳洲 87.1 93.6 6.5 7.5%

貝寧 33.7 34.8 1.1 3.3%

全球合計 1013.7 1011.2 -2.5 -0.2%

期
末
庫
存

中國 793.6 787.6 -6 -0.8%

巴西 279.6 281.8 2.2 0.8%

印度 220.8 214.2 -6.6 -3.0%

美國 69.7 76.2 6.5 9.3%

澳洲 75.5 69.0 -6.5 -8.6%

全球合計 1850.8 1835.5 -15.3 -0.8%
資料來源：美國農業部（USDA）（香港紡織商會整理）

香港2021年 1-12 月紡織品、服裝出口統計 （單位：億港元）

總出口及市場
合計（SITC65、84） 紡織品（SITC65） 服裝（SITC84）

整體出口 轉口 本地產品 整體出口 轉口 本地產品 整體出口 轉口 本地產品

總出口 1088.37 1072.28 16.09 420.82 412.17 8.65 667.55 660.11 7.44
比上年 2.7% 2.9% -13.0% -0.4% -0.1% -11.4% 4.7% 4.9% -14.8%

其中四大市場

美國 192.72 187.75 4.97 9.06 8.87 0.19 183.66 178.88 4.78
比上年 3.0% 4.0% -24.6% -57.5% -56.2% -82.7% 10.8% 11.6% -12.9%

內地 259.56 253.33 6.23 159.66 155.89 3.77 99.9 97.44 2.46
比上年 1.2% 1.4% -8.7% 2.5% 2.5% -1.0% -0.8% -0.3% -18.3%

歐盟及英國 136.23 135.79 0.44 9.38 9 0.38 126.85 126.79 0.06
比上年 -18.3% -18.2% -48.8% -68.6% -69.0% -51.9% -7.4% -7.4% -14.3%

東盟10國 200.41 197.98 2.43 156.97 154.56 2.41 43.44 43.42 0.02
比上年 14.5% 14.7% 3.8% 16.8% 17.0% 4.3% 7.0% 7.1% -33.3%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香港紡織商會整理）

◆今次研發的人工智
能光纖布料採用更成
熟的針織技術，將光
纖與布料無縫地結
合，同時豐富了布料
的外觀和質感。

◆ 科研團隊正與聖公會黃大仙區地區康健中心合作將技術應用
於「多感官治療(Multi-sensory treatment)」場景。

天虹紡織2021年淨利潤創歷史之最
天虹紡織發布的2021年業績預告顯示，上半年除稅後純利達13.22
億元（人民幣，下同），半年的利潤就超過了以往任何年份的水平。按
此計算，2021年天虹紡織除稅後純利就超過了26億元，同比增長近
4倍，盈利水平創出歷史之最。中金在研報中表示，參考天虹紡織
2021年終端12.88億元淨利潤表現，預計公司2021年全年淨利潤約為
25億元，同比約增長383.5%，超出此前預期。

營收下跌兩成Nike在華失速
Nike公布了2022財年第二財季財報，實現營收113.57億美元，同
比增長1%；淨收入13.37億元，同比增長7%。其中，大中華地區成
為下滑幅度最大的地區，營收下跌20%。Nike在內地的特許分銷商主
要以線下實體門店為主導，疫情反覆下，其業績多少會受到影響。這

也從側面反映出，Nike品牌和分銷商在線上的布局略顯滯後，短時間
內難以補足。此外，近年來國貨逐漸崛起，Nike等外資品牌在中國市
場有了一定的競爭壓力，而這種壓力正逐漸體現在業績上。

顧客持續減少日本「WORLD」將再次關閉450家門店
《朝日新聞》報道，日本大型服裝公司「WORLD」將在今年3月
底之前關閉450家門店，約佔現有門店的20%。旗下面向女性的
「JET」、「smart pink」等7個品牌服裝將停止銷售。雖然去年夏季
已宣布過將會大規模關店，但由於受疫情影響，東京實施緊急狀態，
導致人們的出行受限、消費大幅下降。顧客仍然不斷減少，該公司不
得不再次削減店舖數。從去年4月到今年1月，該公司的門店銷售額
與前一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6.4%。2月3日發布的2021年3月期的純
損益預期為175億日元赤字，比上一次的預期值增加了115億日元。

香港紡織商會輯

國家訂碳排放目標 會長呼籲減免稅鼓勵港商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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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公布預算案 陳祖恒指措施方向正確
港府公布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增撥超過500億元作抗疫之用，
包括向市民分兩期發放1萬元消費券、延長「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
申請期、優化「出口信用擔保計劃」等。紡織及製衣界議員陳祖恒認
為，《預算案》方向正確，非常歡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接納其聯同香
港紡織業聯會會長陳亨利、香港紡織商會會長朱立夫，以及全體紡
織及製衣界選委的多項建議。

出口同比增長18.4%進出口增速回落
統計處近日發表的對外商品貿易統計數字顯示，2022年1月份香港

整體出口和進口貨值均錄得按年升幅，分別上升18.4%和9.6%。當
日公布的進出口數據增幅較上個月均有所回落。具體而言，繼2021

年12月同比增長24.8%後，2022年1月商品整體出口貨值為4595億
元（港元，下同），較2021年同月上升18.4%。同時，繼2021年12月
錄得19.3%的按年升幅後，2022年1月商品進口貨值為4529億元，較
2021年同月上升9.6%。

出口強勁 香港經濟2021年增長6.4％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出，2021年香港的整體貨物出口維持強勁，

全年合計實質大幅上升19％，較2018年的高位超出10.9％。由於區
內貿易往來持續活躍，香港的運輸服務輸出回升，金融服務輸出亦進
一步增長，令整體服務輸出全年出現1.1％的輕微增長。加上消費券
計劃的推動，私人消費開支全年反彈5.6％。營商前景趨向正面，投
資開支上升10.1％。陳茂波續稱，香港整體經濟在2021年顯著復
甦，增長6.4％，扭轉了之前連續兩年的跌勢。 香港紡織商會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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