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戰後，
美國曾經是
世界第一出
口國，幾乎

所有國家都希望、需要從美國購買
「美國製造」用於戰後重建，買美國
貨需用美元，導致美元的需求量大
增。由於當時華盛頓經濟穩定、庫
存大量黃金抵押，「美元結算」自
然成為世界貿易的唯一選擇。上世
紀50、60年代，美國輸出的商品遠
大於進口，但隨後就發生了實質變
化。美國長期鼓勵政府和民眾大量
超前消費，又發動了朝鮮、越南、
伊拉克、阿富汗等多場戰爭，導致
美國、美元發生了危機。

中國現在的情況與美國二戰後的
情況有相似點，那就是「世界需要
大批中國商品，需要人民幣」。如果
讓持人民幣的國家才能購到中國
貨，「人民幣結算」則很快成為現
實。

被華盛頓逼出來的結果
目前，包括歐洲、日本和金磚5國

等已陷入美元陷阱而難以解脫，面
對美國設置讓各國陷入陷阱的橫蠻

政策，正紛紛努力尋找出路。日前在華盛頓上演的白宮
和國會的「政治雙簧」，讓購有美國國債的國家可能遭
受嚴重經濟損失。持有大量美元和美國國債的國家已經
意識到一個非常殘酷的現實：手中的美元「購不到自己
需要的美國高科技貨品」，用各自血汗生產出來的商品
換成的美元買不到自己需要的東西，這樣的美元和「廢
紙」沒有太大的差異。這些事實說明：持有美元和美國
國債的國家，實質上已經被美國無理綁架，他們必須找
到新的出路和解決辦法。

面對華盛頓損人利己的貨幣政策，最先坐不住的是歐
盟。他們經過協商於本世紀初創建了歐元，目的就是希
望擺脫美元雄霸天下的現狀，並期望先在歐元區的貿易
中使用歐元，繼而再擴展到世界各地。但由於美國千方
百計的圍追打壓，加上自身的金融、債務出現危機，歐
元的發展之路相當艱難，時常望洋興歎。面對美元、歐
元令人失望的表現，越來越多的國家選擇用人民幣進行
貿易結算，以減少諸多匯率風險。從這個角度講，「人
民幣結算」是華盛頓逼出來的結果。讓人民幣成為世界
通用貨幣，讓購買中國商品的國家用「人民幣結算」，
自然成為當今熱門話題。

需要巧妙化解美國打壓
為迎接「人民幣結算」時代的到來，中國還有許多事

情要做。如果「沒有人民幣就買不到中國商品」，中國
就必須向他們提供人民幣債券，讓他們向北京借人民幣
來購買中國貨。中國在購買貿易夥伴國家商品的時候，
也接受我們用人民幣支付。華盛頓不怕北京拋美元，因
為有足夠多的印鈔工廠；也不怕貿易巨額逆差，因為用
美元就可以完全對銷；但卻非常懼怕世界貿易國用歐
元、人民幣結算。美國用美元這個工具，搾取了第三世
界國家勞動人民的血汗，他們不需要消耗太多的資源，
就可以源源不斷的從世界上獲得美國人所需要的物資。

「人民幣結算」需要北京巧妙化解來自美國的各種「打
壓和騷擾」。

東盟是最先要求用人民幣結算的地區，2010年雙邊貿
易額達到2928億美元，2015年貿易額更將達到5000億美
元。中國目前是東盟最大的貿易夥伴，而東盟也成為中
國的第四大貿易夥伴。目前，東南亞的多個國家和中國
貿易時已經使用人民幣結算。東盟和中國的貿易增長快
速，「人民幣結算」等於為雙方貿易「虎上添翼」，有
利該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減少不必要的損失。目前部分貿
易用人民幣結算的有俄羅斯、巴西、南非和印度等金磚
5國；開始實施貿易結算的則有非洲大部分國家；歐元
區和美洲等地和中國的貿易對於用人民幣結算則持觀望
心態。　

香港機場管理局在本
年6月2日發表了《香港
機場2030年發展規劃大
綱》，重點討論是否興建

第三條跑道，在這三個月的諮詢期內，航空業
界、環保團體及工商界已發表不同意見，爭拗點
離不開環境污染、保持香港競爭力、新跑道是否
會成「大白象」等，站在工會立場， 眼點除上
述硬件問題外，亦關注機場員工待遇及長遠培訓
這軟件問題！

興建第三條跑道無可爭議
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香港航空業總工

會、香港航空貨運及速遞業工會、香港空運貨站
職工會、香港機場地勤服務職工會、香港機場餐
飲業僱員工會、民航(HAECO)分會、航總(環美
航務)分會八大航空業工會，在較早前便聯合公
佈了《對機場2030年規劃大綱問卷調查》，有
75%受訪者支持興建第三條跑道，故支持興建第

三條跑道已無可爭議！
受訪的511人全是工會會員或工友，問卷調查

結果，反映多數會員和工友強烈希望當局可以盡
快興建第三條跑道，以應付未來機場的客貨運增
長，解決航空業發展的樽頸問題。

根據機管局的諮詢文件，現在超過95家航空公
司在香港提供航空服務，每天的飛機起降量逾
850架次。但預計到2030年，全年的客運及貨運
需求量分別約為9,700萬人次及890萬公噸，飛機
起降需求量則約為602,000架次，遠遠超出香港國
際機場現時兩條跑道的容量。

故機管局同時提出的兩個方案，一是斥資逾
230億元，提升客運大樓和停機坪等設施，客運
和貨運量可以分別提升至7,400萬人次以及600萬
噸，但至2020年仍然會飽和。第二個方案就建議
斥資860億，分階段興建第三條跑道，但預計由
施工至落成亦要10年時間。

但對於身在機場工作的員工來說，如何提升軟
件配合機場擴建發展，亦同樣重要。因為現時機

場員工正面對青黃不接問題，工會調查中便有超
過62%的受訪者均擔心沒有充足人手以應付機場
擴建後工作量增加。

須增聘人手改善待遇
不少人可能認為在機場工作是一件滿有吸引力

的事情，但更多人並不明白機場員工所面對的繁
重工作量及壓力，例如要輪班和戶外工作，加上
機場遠離市區，交通費昂貴，皆是不能吸引新人
入行的因素。這正正解釋了為何有71%受訪者認
同要重視增加交通配套設施來配合發展，其次是
加強人才培訓和挽留。

從機管局近日舉辦的招聘會中提供6,000多個
職位；有公司近日更大幅提升員工推薦新人入職
的獎金，由原來1,500元增至5,000元，皆可反映
現況。

我認為機場發展需要硬件和軟件相配合，人才
更是首要因素，若青黃不接的問題不解決，將影
響規劃大綱的成效。即使成功興建第三條、甚至
第四條或第五條跑道，但若沒有足夠人手配合，
員工待遇又不作改善，機場可否運作暢順也成
疑，希望有關當局可借今次機會一併處理機場硬
件及軟件問題！

香港資深演員葉德嫻憑主演《桃姐》揚威海
外，於「第68屆威尼斯電影節」奪得最佳女演員
獎，為港爭光。葉德嫻今次封后，實為香港一大
喜事，不僅為香港電影界帶來希望，亦為香港社
會增添動力，令人振奮。電影節評委一致認為

《桃姐》情節真摯感人，帶領觀眾經歷生老病死
的人生旅程。葉德嫻飾演的傳統中國家庭傭人
─「馬姐」，與劉德華飾演的少主Roger演繹了
一段讓人動容的「特殊主僕情」，特別是病倒的
桃姐在老人院和Roger發生的溫馨故事，更令許
多觀眾流下了熱淚。

該部電影除了獲得最佳女主角獎之外，還獲得
3個國際獎項，包括意大利政府頒發的平等機會

獎、天主教人道精神組織SIGNIS頒發的特別表
揚獎、意大利權威電影組織頒發的La Navicella
獎。事實上，這部電影給予我們另一個層面的啟
迪和反思，它告訴我們：關愛、尊重、平等是社
會最珍貴的東西，這是一種人文精神，而這正是
被許多人所忽視。人文精神、人道精神是一種普
世價值，是社會和諧的基石，故事之所以打動人
心，正因為它充滿了這兩種精神，簡而言之，它
充滿了溫情。

今天的香港社會過於政治化，有人把所謂「民
主」和「自由」凌駕於法律之上，目空一切，干
擾正常秩序，破壞社會穩定，損害經濟和民生，
這是假民主、假自由。其實，基本法已規定了香

港民主循序漸進的原則，民主必須有繁榮的經濟
和穩定的社會作為支撐。目前，歐美經濟疲弱不
堪，正面臨陷入衰退的危機，如果香港還不好好
把握中央賦予的新的發展機遇，集中精力改善經
濟和民生，解決深層次矛盾，一旦外圍經濟持續
惡化，香港必將受到嚴重衝擊，無法走出困境。

《桃姐》這部電影除了以溫情感動觀眾，它所
反映的老人問題也值得人們深思。眾所周知，香
港社會人口日趨老化，安老問題迫在眉睫，許多
孤苦無依的老人家亟需我們關心、愛護、幫助，
只有社會多一點尊重和溫情，少一些爭吵和內
耗，專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才能令長者老有
所養，老有所依。

「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電影《桃姐》
揚威國際，不僅為香港電影界帶來喜訊和希望，
也為整個香港社會帶來一股正能量，但願憑借這
股正能量，香港能夠開創出一個全新的局面！

在全球華人喜迎中秋之際，法蘭西卻發生了一起核
電爆炸事故。據英國BBC報道，發生爆炸的是位於法
國南部省份的馬爾庫爾核電站。據悉，爆炸已經造成
一死三傷並有3萬升鈾溶液溢出並可能流進附近河流，
未來形勢不容樂觀。更為諷刺的是，這家核電站被法
國公司阿海琺用來處理核廢料，而阿海琺為地震中發
生核洩漏的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提供核燃料。

事故原因目前不得而知，但這場核爆炸產生的衝擊
波，將很快從法國蔓延至歐洲大陸乃至全球，讓國際
社會再次產生核恐懼，並對核電未來進行深刻反思。

人們對核電的恐懼從來沒有像今年這麼強烈。在亞
洲，一場並不算突然的大地震，造成了福島核電洩漏
的次生災害。號稱高科技的日本，面對核洩漏的風險
幾乎無計可施，只能用最為笨拙和原始的海水冷卻方
式應對危機。遺憾的是，日本核電洩漏的污染和風險
並未隨 災後重建而消弭，亞洲乃至美國還在檢測
核廢液是否隨 太平洋的波濤到了本國海岸。在歐
洲，如果算上斯洛文尼亞和烏克蘭核電站事故，法國
核電爆炸已經是第三次了。

相比日本，歐洲不僅擁有核電高科技，而且環保觀
念深入人心。這三場核電事故，對歐洲人帶來的心理
壓力和焦慮感可想而知。之前，歐洲第一經濟大國德
國已經通過法案，確定到2022年左右關閉境內所有核
電站。如果說之前德國民意對此還有爭議的話，法國
核電站爆炸將可能堅定德國上下關閉核電站的決心。

核電產業攸關法國核心利益
德國下得了決心，法國未必。首先，法國是嚴重缺

乏一次性能源的國家；其次，法國核電技術世界領
先，和美國、日本在全球三足鼎立；其三，法國發電
量的85%來自核電，離開核電，法國整個國家將要停
擺。除此之外，由於法國核電機組、裝機容量和核電
技術全球領先，出口核電技術和設備，已經成為法國
搶灘全球市場和出口創匯的主力。可以說，核電產業
攸關法國核心利益。

關鍵是，除了技術和裝備，法國人也為自己標準化
和一元化的核電管理模式，嚴密的廢料監控方式引以
為豪。他們認為，靠完善的立法、嚴密的監管，安全
的監控，就能確保核電安全，為法國人服務和創匯。

然而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到2011年，法國50%的核電機組服役超過30
年，設備老化帶來了潛在的核風險。然而，第三代核電反應堆機組要到
明年才能建成，批量建設則要等到2015年以後。由於福島核電洩漏主要
是機組設備老化所致，也就意味 法國50%的核電機組存在 風險。此
番核電爆炸，為法國核電敲響了警鐘，也給沾沾自喜的法國以當頭棒
喝。

日本、法國兩大核電強國先後發生核電事故，其他國家還敢大刀闊斧
地發展核電嗎？這確實是個難題。核電和其他能源利用不同，容不得絲
毫的馬虎，一旦遭遇「萬一」，就會釀成大事故，而在核污染面前，人類
幾乎沒有更好的破解之策，只能靠原始的封存，或者時間去沖淡災難和
悲劇。因此，在人類現有的科技局限下，發展核電站是危險的選擇，有
時甚至是飲鴆止渴。

讓人警惕的是，即使是在核電技術先進的法國，支持核電發展的民意
也只有52%強。經過這次核電事故，支持核電的民意恐怕會大幅下降。
老牌的民主國家法蘭西，會根據民意調整自己的核電政策嗎？

這對即將迎來大選的法國政局也是一場極大的考驗。糟糕的是，如果
法國像德國那樣有序放棄核電，嚴重依賴核電的法國如何尋找替代能
源？

2008年元旦，當法國政府決定在所有公共場所禁煙之後，法國媒體稱
「一個國家正在慢慢褪去其傳統文化的肌理，這當中不無痛苦。」法國核
電爆炸，法蘭西也將面臨 能源安全的痛苦抉擇和長期煎熬。

香港回歸後的亂局原因，因公民黨、社民連（包括「暴民力量」）的禍港表演，使真相

明朗：原來這些政棍、流氓，頭上冠 一個「民」字，幹的卻是損民禍港的壞事。近日港

大民意研究計劃公布十大政治團體排名調查顯示，公民黨跌3.1分、民主黨跌2.4分、社民

連「跌無可跌」永遠包尾，民望全部插水。事實表明，這些人倒行逆施，被港人唾棄的日

子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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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美國、美元、美債在世界各國政府、企業和民眾信任度的持續大幅下

降，和中國貿易的國家用「人民幣結算」的期望和呼聲越來越高。東盟和金磚

國家等認為：中國是貿易大國，用「人民幣結算」可以提高貿易效率，降低目

前匯率巨幅波動可能帶給貿易各方的風險，方便相關貿易國更方便、快捷地購

買到價廉物美的中國商品；中國的外匯儲備豐富，北京言行一致、說到做到，

在世界各國享有非常正面的信譽。「人民幣結算」已經成為許多國家的共識，

中國公佈了《人民幣結算辦法》和《實施細則》，亦為相關結算提供了保障，

顯示「人民幣結算」時代已經悄然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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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應唾棄亂港政棍流氓
青　鋒

毒瘤要割掉，灰塵要打掃；主次分先後，唾棄不能
饒。根據街坊議論和群情，應唾棄的排名是有順序
的。

公民黨害港乞人憎
街坊市民隨意便可列出公民黨害港十大事實，但主

要有三樁：
一是濫用司法覆核，阻礙香港發展。去年一幫訟

棍，打 「司法公義」旗號謀取政治利益和錢財，唆
使目不識丁的婆婆，以環保為名，搞「司法覆核」，
攔阻港珠澳大橋按時開工。結果是政治上達到阻撓香
港盡快融入國家「十二五」規劃的目的，經濟上阻撓
香港與珠三角建立經貿合作和優質生活圈，就業上害
得數以萬計建築工人無工開；而訟棍們卻從官司中獲
得巨額訴訟費。

二是唆擺外傭居港，要讓香港沉沒。由「大狀黨」
憲制及管治支部副主席李志喜唆擺三個外傭居港權的

「司法覆核」若是得「贏」，則十二萬留港已滿七年的
外傭便成「永久居民」，她們在外國的丈夫、父母、
子女近四十餘萬人將湧來定居，則本港的公屋、教
育、醫療、綜援開支必增加以百億計，失業率將飆升
至10％。港人利益分薄，族群矛盾加深。

三是處心積慮搞「港獨」分裂國家。去年夥同社民
連搞違憲違法「五區公投」、「全民起義」就是為了
實現其黨魁梁家傑日想夜夢的「分裂合法」的「港獨」
目的，要將香港從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分割出去。

公民黨的惡行是罄竹難書的，它以「公民」來包裝
而不符合中國香港公民的定義，用「法律」來嚇人而
違法違憲行事，是欺騙性、危害性最大的訟棍黨，故
應是首先唾棄之列。

暴力最可惡 包庇更無
社民連害港與公民黨不同，它不用包裝，也不用

講理。這個政治流氓幫派自進入立法會之日起，既
無利於港人建議，只用粗口、辱罵、搶咪、掃 代

替「政見」和掩蓋無知、無理、無良，卻每月袋納
稅人以十萬薪俸，應在今年的區議會和明年的立法
會選舉將三個政治流氓痞子拋棄掉，再不能心慈手
軟。

社民連近日以暴力衝擊科學館，佔據公眾論壇，剝
奪港人言論自由，侮辱執行公務的局長，打傷保安和
工作人員，明顯知法犯法，警方已收到舉報，事件交
由油尖區重案組深入調查。公眾指暴徒是「政治黑
幫」，連政客也靠不上，故唾棄之，與惡行一刀兩
斷，應是大家共識。

本來，民主黨曾有過理性的一面，去年能與「公
投」、「起義」劃界，民望有上升之勢。可是今年以
來，民主黨已與公、社兩黨同流合污、沆瀣一氣，一
起攻擊警方在港大的保安措施；而涂謹申更阻撓立法
會保安事務委員會譴責社民連暴徒「九一」暴行，在
事關民生、民利、民安節骨眼上，民主黨已成禍港的
投降派和保護傘之一；為了一己一黨之私，民主黨已
沒有是非標準，也不顧黨格和羞 。

不顧羞 已從今年黨的總幹事陳家偉七月被「斷正」
到鳳樓嫖妓醜聞表露無遺。這不是「偶然」發現。先
前甘乃威為追女不遂炒了女助理醜聞至今仍在調查未
曾結案；黨員何偉途在東莞嫖妓被公安捉個正 ⋯⋯
民主黨人男女情關一塌糊塗，港人港事焉有真心真意
關注？民主黨只是在為私情、慾情而「民主」，黨格
喪盡，不唾棄也說不過去。

俗話說，「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該剝去」。港人
人性善良，政治幼稚，選這幫政棍、流氓、暴徒入局
結果是害了香港害了自己。但這幫人現已自行剝去偽
裝和塗污自己的「道德光環」，終於一頂頂「民主皇
冠」落地，一件件「自由外衣」盡脫，一層層「公民
面紗」揭開：原來是一夥危害香港的政黨，是一幫包
攬訴訟的害人精，是一幫打、砸、搶的暴徒，是一夥
分裂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亂臣賊子！

「違法辱公義，唾棄如糞丸」，唾棄並譴責他們，
這就是港人共同的心聲！

請一併處理興建第三條跑道的硬件和軟件問題
葉偉明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葉德嫻封后傳喜訊 為港增添正能量
林璟陶 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公共事務論壇成員

英國有一句諺語：「真正的商人，不會每次都
想到要賺錢。」

倘以此為準繩，匯豐這次宣布的大裁員，就不
是「真正商人」的作為了。

大裁員的簡況和目的如下：匯豐控股全球裁員
30,000人，其中香港匯豐至2013年底裁員3,000
人。匯控大裁員為的是節省成本30億元，其中香
港匯豐節省約3億至4億元。減少成本也相當於多
賺錢。所以，管理匯豐的銀行家，算不上是「真
正商人」，他們只是唯利是圖的資本家。

深入一層看，宣布大裁員的匯豐，是賺大錢的
大機構，在股市被稱「大笨象」。說實在的，世
上沒有多少機構有資格說裁員30,000人或3,000

人，其大可知。再說賺錢金額之大：匯控今年中
期業績賺了89億美元，相當於700億港元，其中
香港匯豐賺230億港元，佔百分之三十三，功勞
大得很。不過，在唯利是圖的銀行家眼中，你領
工資，你要做事；幫手賺錢，非常合理；炒你魷
魚，是我權力，匯豐的大裁員，就這麼決定了。

有人幫匯豐解釋，說大裁員只是「商業決
定」。此話在技術上正確，商人有關商事的決
定，全部都是「商業決定」。從另一角度說，一
項商業決定，可以顧及社會責任，也可以不顧社
會責任。連年賺大錢的匯豐還要大裁員，似乎可
以肯定是不顧社會責任了。

現在要注意的是，匯豐大裁員，是否可能成為

「壞榜樣」，導致香港颳起裁員風？這樣的結果不
宜排除。有學者指出，美國經濟衰退，歐洲債務
危機，內地收緊銀根，本港銀行業經營困難，裁
員是不可避免之事。如此說來，裁員之風，行將
襲港。這一看法，雖然比較悲觀，但卻可以提醒
政府和市民，要有心理準備，問一聲：如何應對
裁員風？

美國總統奧巴馬日前提出4,470億美元（約
34,800億港元）的促進就業計劃，香港是不是也
應該備妥一個小型的（例如360億港元）「促就業」
方案呢？「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假如政府早
有預案，一旦裁員風真的來臨，政府可以沉 應
付，市民情緒不會慌亂，社會仍可保持穩定，這
也就是有所規劃的良好作用了。

匯豐帶頭裁員，市民責其「無良」。但更重要
的是，香港要努力「防風」，以免「天下大亂」
也。

明為理
言

香港應防「裁員風」
李民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