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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列強蠢
蠢欲動、磨刀
霍霍，敘利亞

戰雲密佈，中東百姓又將陷入災難。美
國白宮發言人稱，進攻敘利亞不會以

「推翻巴沙爾政權為目標」，而是回應使
用化學武器。為戰爭尋找借口是華盛頓
輕車熟路的「本能」，因為不需要為借口
是否真實、正確負任何責任。小布什進
攻伊拉克時的借口是「薩達姆擁有大規
模殺傷性武器」，但最後證明子虛烏有。
美國每隔幾年就要發動戰爭，老布什打
伊拉克是為了油田，克林頓空襲南斯拉
夫則因「軍火產能過剩」，小布什解釋進
攻阿富汗和伊拉克是「上帝促使」，發動
戰爭已成為美國總統的「強心劑」和

「傳家寶」。
奧巴馬上任時曾指責美國進攻伊拉克

是錯誤的戰爭，並宣佈將很快從阿富汗
和伊拉克撤軍，因此獲得了諾貝爾和平
獎。白宮為了轉移民眾對施政的不滿，
為了助軍火商得到足夠的「市場」，不管
戰爭對美國將帶來怎樣的風險，奧巴馬
還是選擇戰爭。據披露，五角大樓官員
認為從軍艦向敘利亞的軍事目標發射巡
航導彈最為可行，打擊行動「兩天就
夠」。兩天，可為「膨脹」狀態的美軍軍
火儲備「降火」，可以讓敘利亞政府軍癱
瘓，但民眾卻要面對鮮血和生命的威
脅。發動戰爭是美國總統的本性，也是

華盛頓對外擴張的必然。

轉移民眾對「監控」的不滿

聯合國對敘利亞的調查剛剛開始，華
盛頓不等聯合國的調查結果，國務卿克
里、總統奧巴馬就認定敘政府使用化學
武器。情況與當年小布什進攻伊拉克前
的手法同出一轍。奧巴馬之所以如此急
於進攻敘利亞，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於
原中情局職員斯諾登揭露白宮政府非法
監控民眾通訊，引發百姓強烈不滿，猶
如火山隨時爆發。進攻敘利亞，可以很
快將民眾的視線轉移到戰場上，而忽視
了「監控」問題。「鼓動」工作做得到
家，甚至可以絕地反擊，換來「奇高」
的民意支持率。小布什進攻伊拉克時，
百姓就曾將小布什的支持率推高到76%。

聯合國近日發出警告，任何軍事行動
都必須得到聯合國的批准。由於用武力
橫蠻更換一個主權國家的政府，根本不
符合《聯合國憲章》，違背國際關係基本
道義準則，奧巴馬計劃以繞過聯合國安
理會的「科索沃模式」進行，凸顯美國
總統的戰爭本性。阿富汗、伊拉克兩場
戰爭已經帶給美國民眾巨大災難，目前
又要進攻敘利亞，受到美國民眾的強烈
反對。最新的調查數據顯示，60%的美
國民眾反對對敘利亞動武，擔心換來新
的金融風暴。小布什因為發動兩場戰
爭，被美國人評為最差勁總統，奧巴馬

現在卻步小布什的後塵。

戰爭可以提高軍火出口

奧巴馬是靠軍火商的贊助登上美國總
統寶座的，上任以後一直致力為軍火商
謀利益。他曾經為了軍火商專程訪問印
度，開出支持印度加入聯合國安理會的

「大支票」，企圖獲得印度軍火大單。在
奧巴馬努力下，美國的軍火出口近年直
線上升，2008年出口378億美元，09年猛
增至450億美元，2010年達到550億美元，
2011年更加超過600億美元大關，2012年
則直逼700億美元。目前，美國出口武器
佔全球武器貿易總額的70%，是世界武
器出口排名第二的俄羅斯70億美元的10
倍，有近120個國家和地區購買超過3000
種美國軍火。

奧巴馬是典型的西方政客，他一方面
倡議建立「無核世界」，高調和俄羅斯商
談「裁減核武」，但轉眼又向美國國會申
請800億美元用於研發、提高核武能力。
美軍現在在全球125個國家和地區建立軍
事基地和駐軍，總是或明或暗地通過

「人員培訓」、「新武器介紹」、「民主繁
榮」等滲透方式，扶持各國政府的反對
派勢力，使世界變得很不安寧。美國總
統喜歡、愛好戰爭，是因為超級軍事強
國通過戰爭可以獲得巨大利益，美國總
統離不開戰爭，因為戰爭已經成為美國
總統生存而必須獲得的「維生素」。

發動戰爭成美國總統「強心劑」

楊甦棣走了，夏千福來了。美國對付中國的策略的確發生了變化。夏千福的地位
比楊甦棣更高，與美國軍方的關係更加密切，處理危機控制的經驗比楊甦棣更加豐
富，得到奧巴馬的信任更多。在擔任駐港總領事之前，他獲奧巴馬委以大使的級
別，出任朝核六方會談特使，可以說是重量級的外交官。他到港，並不是降職，而
是實行更長遠的計劃：在香港和台灣落實「寧靜革命」，使得「香港獨立」和「台灣
獨立」活動一體化，成為牽制中國經濟崛起的兩枚棋子。要給中國製造麻煩，又要
使衝突控制在符合美國利益的範圍之內，不要發展為戰爭危機。

「楊去夏來」原因何在

楊甦棣所奉行的「顏色革命」路線，這一套手法，對付弱勢的東歐或者中亞國
家，美國實力綽有餘裕，搞砸了，對美國的損害也不太大。但是，若果這一套拿來
對付強大的中國，美國就會面對 軍事、經濟、外交的風險，付出巨大的代價。這
是奧巴馬不敢也不想發生的。楊甦棣在香港那一套，太過粗線條，鋒芒畢露。美國
需要一個更加狡猾，更加口蜜腹劍的香港總領事。夏千福非常明白美國並不希望捲
入和中國的直接軍事衝突之中，但又要採取一種能夠百分之百落實「重返亞洲」戰
略的政策，逐步推進，在香港和內地，在台灣與大陸之間，製造矛盾和分化，分而
治之，推動「台獨」和「港獨」的互相串聯，互相呼應，推動「寧靜革命」。

美國一直利用李登輝與陳水扁，先製造輿論，推動本土主義，接 提出「台獨」
的主張，然後爭取法理「台獨」。但是，卻又不宣佈「台獨」，實行邊緣政策。因為
美國清楚知道，台灣一旦正式宣佈「獨立」，立即意味 戰爭，美國就有機會捲入戰
火之中。所以美國的「寧靜革命」，就是確保戰爭危機不會爆發，盡量擴大分裂主義
和「去中國化」。

最近公民黨毛孟靜在「台獨」報紙刊登廣告事件，說明了台灣和香港的分裂勢力
合流的動向，他們要互相綑綁，互相配合，共同對抗北京。但是，微妙的地方是毛
孟靜、范國威、譚凱邦並不是反對派重量級人馬，而只是三線人馬，美國可以測試
一下北京的反應，勢色不對，也可以棄卒保帥。

夏千福在陳水扁當政的八年裡面，一直負責和陳水扁打交道。既要支持陳水扁搞
分裂，也要防止陳水扁尾巴搖狗，走得太遠，讓美國人跌入戰爭的陷阱。2006年至
2007年，陳水扁一直執意要廢除「國統綱領」，夏千福正好擔任白宮國家安全會議的
職務，主管台灣與中國內地事務。2000年，陳水扁剛當選台灣「總統」時，曾在就
職典禮中承諾「四不一沒有」。其中的「一沒有」就是「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

『國統會』的問題」。夏千福和陳水扁談判，就是爭論該用「廢除」、「凍結」、「中
止」還是「終止運作」宣佈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最後cease to function（終
止）才成為雙方勉強找出可達成共識的字眼。究竟是美國控制不了陳水扁，還是美
國既要「廢統」，又要做一齣戲給大陸看，已經可以看到端倪。美國仍然朝 推動兩
岸分裂的方向，但又不想刺激北京。這其實是一種邊緣政策。

「寧靜革命」充滿了風險

美國心目中的方向是台灣實行美國模式的民主，兩黨輪流執政，影響大陸。劇本
早已經寫好了，一年之後，與夏千福爭拗的陳水扁下台了，國民黨上台。「寧靜革
命」的關鍵在於「民主拒中」，利用本土主義，拖延 兩岸和平統一。美國認為這一
套策略非常有效，夏千福到了香港，就馬不停蹄會見各個政黨，鼓吹推動國際標準
的普選，其臉書出現了港人希望「港獨」的民意調查，接下來，出現了反對派擁抱

「台獨」，在台灣的「台獨」報紙刊登廣告事件。
夏千福的花樣很多，「寧靜革命」其實並不寧靜，充滿了風險，台灣的情況如

此，香港未來的形勢更是如此。環保組織「香港環保觸覺」的譚凱邦，一夜之間，
搖身一變，立即可以變成了擁抱「台獨」勢力的分裂主義分子，而且有親美的傳媒
為其護航，破口大罵宣佈退出聯署的張超雄，以證明譚凱邦做法正確，這說明了美
國勢力控制香港政壇的無孔不入。環保組織原來就是美國隨時可以起用的工具，既
可以阻撓特區政府的基建項目，又可以成為分裂中國，破壞「一國兩制」的工具。
香港人面對複雜的形勢，一定要保持警惕。

回歸後在多方面作重大貢獻

張德江在會見香港紀律部隊代表團時指出，回歸十
六年來香港紀律部隊發揮了多方面重要作用：維護國
家安全和香港特區安全、保障「一國兩制」方針和基
本法順利實施、維護香港法治和社會穩定、服務廣大
香港市民等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他並希望香港紀律
部隊再接再厲，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堅定維
護香港法治和繁榮穩定，繼續加強兩地執法交流與合
作，為推進「一國兩制」事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中
央領導對紀律部隊充分肯定，褒獎有加，對在香港一
直默默耕耘、堅守職責、公正無私的紀律部隊來說，
無疑是極大的激勵和鼓舞。

張德江的講話引起香港各界人士的廣泛共鳴。本港
紀律部隊一向訓練有素，服務忠誠，執法文明，廉潔
高效，為市民提供良好服務，是香港社會維持長期穩
定繁榮的重要保障，回歸以來，紀律部隊繼續秉持專
業精神，緊守崗位、服務市民、打擊罪惡、維持法
紀。同時，保持制度健全，管理嚴格，並秉持文明執
法傳統，處理問題靈活克制，在執法中見文明，文明
中守法治，深得市民認同，也獲得海內外讚譽。事實
上，紀律部隊的成績有目共睹。警隊表現優秀，破案
率高，與內地和海外執法機關合作無間，有效遏止罪
案，本港犯罪率整體下降，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
一。以2005年世貿會議安保為例，警隊面對世界各地示
威者，承受巨大壓力，在堅決維護秩序和盡量忍耐克

制之間取得平衡，表現出的專業水準獲國際高度評
價。

維護香港安定的支柱力量

毋庸諱言，當前香港社會日益政治化、社會治安不
斷受到挑戰、法治不斷受到威脅，特別是反對派竭力
煽動「佔領中環」，嚴重地破壞香港的營商環境。在這
種情況下，中央領導人對香港紀律部隊的盛讚和支持
顯得非常及時，更是必要之舉。不僅體現了中央對維
護香港市民福祉、保障香港繁榮安定的堅定決心，也
反映出中央政府對香港當前形勢的深切關懷。

毫無疑問，紀律部隊是維護香港安定的支柱力量，
如果沒有包括警隊、入境處、海關、消防處與懲教署
的貢獻，過去十六年來，香港未必能如此順利地渡過
一個又一個難關。不過，近期發生個別針對警方的政
治行動，某些人利用一切可用手段，不斷煽動警民衝
突，遊行示威衝撞警方似乎必不可少。前線警員深受
政治壓力，陷入動輒得咎、無所適從的境地，一時間
士氣與軍心俱受損，已影響到正常的工作。如果任由
這種情況發展下去，香港將成為一個治安敗壞、惡勢

力橫行的暴力都會，不僅社會治安無法獲得保障，市
民的正常利益也必會受到根本損害，這些絕非市民所
希望看到的。

支持香港紀律部隊依法執法

張德江在重申中央政府對香港的一貫政策之後特別
強調，香港無論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還是進行政
改、推進民主，都要講法治，都需要一個穩定和諧的
社會環境。紀律部隊在維護香港社會穩定和諧方面承
擔 巨大使命。香港市民深信，無論未來香港社會出
現何種政治風浪，紀律部隊都是中流砥柱，都是市民
的主心骨，在維護國家和香港安全、保障市民利益、
維持社會治安等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香港紀律部隊與市民是夥伴合作的關係，雙方應共
同攜手，維護法治。對於紀律部隊的執法，社會各界
理應支持和配合，以保香港安寧和市民正常的社會與
工作秩序。事實證明，香港社會得以穩定發展，全賴
紀律部隊，而他們一直都以公平、公正的態度執法，
令人敬佩，這次國家領導人作出明確的鼓勵，大大提
升了香港紀律部隊的士氣。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於9月4日在北京會見了以保安局局長黎

棟國為團長的香港紀律部隊交流團全體成員，並發表重要講話，意義非

同尋常。事實證明，香港社會得以穩定發展，全賴紀律部隊，而他們一直都以公平、公

正的態度執法，令人敬佩，這次國家領導人作出明確的鼓勵，大大提升了香港紀律部隊

的士氣。

中央盛讚香港紀律部隊鼓舞士氣

CEPA10補充協議是一份十分實在的協議，為

本港證券業界開拓了一大片的新領域，同時反

映中央重視香港繼續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

重要性。未來，有賴本港業界的共同努力，為

香港的金融服務業做大做強，同時為兩地股民

提供更好的服務。

本地證券業界引頸以待的好消息終於出現了！內地和
香港政府日前在港簽署CEPA10補充協議(下稱協議)，當
中在促進兩地在金融服務業的合作方面出現一些突破─
允許合資格的港資金融機構，按照內地有關規定，在上
海市、廣東省、深圳市各設立一家兩地合資的全牌照證
券公司，港資一方的持股比例最高可達51%。協議並允
許港商在天津、溫州、福建泉州、深圳前海等「金融改
革試點」，各設一家合資全牌照證券公司，但港資的持股
比例則限於49%內。

根據之前的CEPA補充協議，港資公司獲准在內地設立
合資的證券投資諮詢公司，持股比例也已由當初最高三
分之一，提高至49%，而設立的地點也由廣東省擴至全
國各地，但開放業務畢竟仍停留於概念式階段，未能打
正旗號，在內地經營證券買賣服務，未有實際效益。

內地證券市場向本港開放新突破

儘管今次協議仍未達到內地巿場向本地券行全面開
放，但首階段准許合資格的本地券商可以合資模式，可
在兩巿一省，及金融改革試點地區，各設立一家兩地合
資的全牌照證券公司，前者更讓港資可以成為具話事權
的大股東，是可令本地券行為內地的民眾提供全面的證
券服務，總算是有所突破，使香港終可與兩岸的相關協
議看齊。事實上，本地證券業界一直希望有機會正式進
軍內地開業，如今初步如願以償，也不負我和業界過往
多番爭取的努力，也代表兩地政府是有聆聽到業界的訴

求，故是項開放安排
是備受業界讚賞和支
持的。

以香港的證券業界
一向強於管理和 重
風險管理，港資企業
獲准成為合資公司的
大股東，將有助加強
與內地券商的合作，
一起提升服務水平，
一起開拓新的業務空
間，也可讓內地股民
享有更多選擇。至於
協議同時允許港資證券公司申請QFII資格時，按照集團
管理的證券資產規模計算，允許符合條件的港資金融機
構按照內地有關規定在內地設立合資基金管理公司，港
資持股比例可達50%以上，以至研究兩地的基金互認，
均有助本地券行擴展服務和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務，也充
分體現了CEPA促進兩地互惠雙贏的精神。

期待公布更多開放細節

然而，業界和我歡迎這項新措施之餘，也期望兩地政
府可以公布多些開放內地證券巿場的細節，如資產規模
要求和還有哪些開業規定需要遵守，好讓本地業界可以
盡快掌握具體情況，為明年在內地正式展開證券業務早
作準備。而在開放的過程中，也要讓中小企有充分參與
開拓內地業務的空間。為了讓本地業界可以更好地服務
內地的金融改革需求，和裨益本地的證券業界，我期望
傳聞已久的QDII2也能盡早實現。

總的來說，CEPA10補充協議是一份十分實在的協議，
為本港的證券業界開拓了一大片的新領域，同時反映了
中央重視香港繼續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性。未
來，有賴本港業界的共同努力，為香港的金融服務業做
大做強，同時為兩地的股民提供更好的服務。

CEPA10為本港證券業界拓展新領域

楊孫西

張華峰 立法會議員（金融服務界） 經濟民生聯盟副主席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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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日英國議會否決對敘利亞動武議案，首相卡梅倫表示將尊重英國民眾的意
願，英國不會出兵敘利亞。這是近200多年來，英國議會首次否決首相對外用兵
的行動。此舉令奧巴馬措手不及，也令美英聯合對中東多次用兵的鐵律被打破。
奧巴馬即時口軟，表示動武時間尚未確定，將在9月謀求國會通過對敘利亞動武
議案，準備繞過聯合國對敘利亞開戰。日前，奧巴馬聲言已獲得國會參眾兩院議
長的支持對敘利亞動武，等待國會最後表決。中東上空已戰雲密佈，新一次中東
戰爭隨時爆發。

奧巴馬上台之初，曾表現出對伊朗親善和撤軍阿富汗的意願，展示些許愛好和
平的身影。現在看來都是緩兵之計，為其提升中東的影響力，贏得和平使者的名
聲，也幫其騙到了「諾貝爾和平獎」。如今，奧巴馬高調實施「重返亞太」，攪動
南海周邊局勢，並展開突襲利比亞的戰爭，煽動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推翻
穆巴拉克顛覆埃及。因此，奧巴馬成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真是天方夜譚，是對
諾貝爾和平獎巨大的諷刺。可見，諾獎性質正悄然發生變異。製造地緣局勢動盪
者可以得獎，製造意識分裂對抗自己祖國者可以得獎，難道只要是滿足美國和西
方政治利益及價值意願的人都可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看來諾貝爾「和平獎」正
變異為諾貝爾「黑拼獎」，只要黑抹、黑搞、黑炸、黑打擊，就都可以獲此殊榮。

目前，俄羅斯已派出兩艘戰艦奔赴地中海，敘利亞局勢已日益危急，逃亡的難
民潮開始湧現。如果美國轟炸敘利亞得逞，將再次改寫整個中東戰略版圖。俄國
的神經極為敏感，這也是前蘇聯被美國拖入冷戰，耗散解體的根本原因。唇亡齒
寒，傷痛未癒，俄國今天終於甦醒了，並回歸軍事強勢。因此，必須給予美國必
要的威懾和警告。俄國戰艦的出動，就是要讓美國清醒，不要貪婪過頭，更不要
改變現有的區域戰略平衡，否則只會帶來中東的戰火和全球的動盪不寧。

聯合國調查團已完成對敘利亞化武調查，美國也聲言完成了相關調查，並掌握
了證據。無怪乎俄國總統普京強烈質疑：既然美國掌握了證據，為何不直接提交
給聯合國，或是等待聯合國調查結論，而要急於動武？這說明敘利亞化武襲擊事
件撲朔迷離，究竟是誰使用了毒氣彈？是政府軍，還是反政府武裝？又是誰下達
命令？據說是使用了沙林毒氣，毒氣彈又是從何而來？眾多謎團都有待解開。如
果美國急速動武，證據可能被銷毀，真相將不得而知。更令人懷疑，這會否又是
美國炮製的又一個出兵敘利亞的「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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