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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淵滄博士

美國加息，美股在急升一天之後是急跌兩天，這說明了美國股市的
升與跌與加息無關。應該說，這是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耶倫的功勞，
她用了很大的努力才使投資者，特別是股市投資者消除加息的恐懼。
須知就在剛剛過去的今年8月及9月，美國股市就是在擔心加息的情
況之下大跌。
美國講加息已經講了兩年半，2013年5月，當時的美國聯邦儲備局

主席伯南克率先提出要加息。結果2013年的下半年，全球股市皆下
跌，跌得很慘，跌到伯南克不敢真的加息。2014年，耶倫取代伯南

克，言語間暗示美國不會這麼快加息，於是股市復甦，美股再創歷史
高位。可是，到了2015年8月，市場傳出來的訊息指美國9月加息的
機會極大，於是股市大跌。雖然美聯儲並未於9月加息，但是投資者
依然擔心加息，股市依然向下跌。於是耶倫又不斷地公開講話，安撫
投資者，股市才回升。這一回真的加息了，加息前美股已經大幅度回
升，正式宣佈加息的那一天更是進一步大升。耶倫的口才、手段真的
一流，能夠說服投資者消除對加息的恐懼。
耶倫下了這麼大的功夫才讓美國投資者消除對加息的恐懼，那麼，

不加息不是更好嗎？再繼續維持零利率不是更好嗎？實際上，目前全
世界都在減息，歐洲減息，日本狂印鈔票搞量化寬鬆，還稱是更優質
的量化寬鬆；中國也是減息。為什麼美國要加息？美國在加息之前，
美元匯價已經大幅上升，強美元不會削弱美國的出口競爭力嗎？美國
加息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麼？
我認為，如果不是伯南克在2013年5月開口說要加息，很可能

至今為止，美國仍未加息，仍然維持零息水平。就是因為伯南克
開了口說要加息，結果一拖再拖，加息成了「狼來了」的故事。
再不找個機會加息，美國聯邦儲備局的信用就破產了。更嚴重的
是，強美元會再度變成弱美元。目前美元的強勢，原因之一就是
美國加息。還記得2009年美國開始大幅度減息，開始搞量化寬鬆
計劃後，美元市值一貶再貶。當時，世界上好些國家的政府公開
說要調整外匯儲備的比率，不再持有這麼高比率的美元。對美國
來說，這才是最大的惡夢。今日的美元是國際貨幣，國家之間的
貿易以美元來結算。任何國家要入口國外的東西，必須手上有美
元，也因此美元成了全球所有國家最重要的外匯儲備。全世界的
國家都需要美元、儲備美元，美國就可以隨意印美元來買東西。
美國可以任意印鈔票，欠全世界錢而沒人追討，理由就是美元是
當今全世界唯一的真正國際貨幣，國際貨幣必須維持強勢，如是
美國再不加息，強美元變弱美元，美元的地位被其他貨幣取代，
這才是美國的最大惡夢。

美國加息皆因擔心美元國際地位不保

高天問

杜葉錫恩讓年輕人理解怎樣爭取民主公義

杜葉錫恩不遠萬里，從英國來到了香港，工作生活了半個世
紀，最終留在了香港。杜葉錫恩始終站在弱勢社群的一邊，為窮
人發聲，為了公義，永遠不會後退半步，奮鬥一生，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

為窮人為公義鞠躬盡瘁
近代150年來，中國一度處在積貧積弱的狀態，飽受外國列強
的欺凌，人民受苦受難。杜葉錫恩來到香港，清楚地看到殖民主
義對中國人民的壓迫。幾十年來，她雖然身為英國人，但站在香
港市民一邊，為窮人奔走呼號，她把自己大部分薪水用於扶貧助
學。她對港英政府的貪官污吏非常痛恨，一直主張嚴厲處分貪官
污吏。她本來在教會工作，經濟環境比較寬裕，但是，在教會受
到的束縛很大，不利於爭取民主公義，不可能參與類似反對天星
碼頭加價的活動，杜葉錫恩選擇了一條艱難的道路，毅然離開教
會，無拘無束地指出港英政府的不是和失誤。杜葉錫恩的父親從
小就教誨她，「我們一生就應該為窮人工作，為了窮人而活
着。」她實踐了父親的教誨，更貫徹畢生。

杜葉錫恩爭取民主公義，順應歷史潮流，與時代前進的方向一
致。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全世界反對殖民主義，指出殖民主義
是最違反人權、違反民主、違反自由、違反公義的的腐朽制度。
杜葉錫恩敢於站在歷史的前頭，代表着先進的理念，代表着民主
公義。所以，她在港英管治的時期，義無反顧替窮人向港英政府
爭取民主公義、捍衛弱勢社群的利益。這在港英管治的時期，承
受很大的壓力，需要很大的勇氣。香港回歸以後，港人當家作
主，杜葉錫恩順應歷史潮流，大力支持「一國兩制」，申請成為
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居民，成為臨時立法會議員，繼續服務香港
市民。
李柱銘之流的所謂「民主派」，和杜葉錫恩有着本質的不同。

杜葉錫恩代表歷史前進的方向，敢於反對殖民主義，反對港英政
府，支持香港回歸中國，支持「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李柱銘
之流在港英年代，不敢爭取民主公義，不敢得罪港英政府，唯港
英馬首是瞻；到香港回歸之後，他們對外國勢力唯命是從，干擾
破壞落實「一國兩制」，跑到外國的國會「告洋狀」，乞求外國
勢力干預香港，甚至要求外國政府制裁中國，真是數典忘祖、枉
為中國人。

年輕人要以杜葉錫恩為榜樣
美國導彈擊中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導致大使館的中國工作

人員遇難，李柱銘不譴責美國的霸權行為，反而替美國辯護開
脫，暴露其賣國求榮的醜陋嘴臉。香港的所謂「民主派」，從來
不維護公義，抗拒香港回歸祖國，從不認同自己的國家和中國人
的身份。香港市民期望生活好一點，經濟建設好一點，香港的所
謂「民主派」就千方百計不擇手段，狙擊特區政府施政，阻撓香
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阻撓香港實現普選，令香港政爭沒完沒
了，內耗不止，蹉跎歲月。
杜葉錫恩爭取公義、民主的信念和行動，與香港的所謂「民主

派」有着本質的區別。香港年輕人要以杜葉錫恩為榜樣，順應歷
史前進的方向，維護香港繁榮穩定，而不是開歷史倒車。

杜葉錫恩昨日出殯，三任特首為其扶靈，社會各界

人士高度評價杜葉錫恩對香港的傑出貢獻。杜葉錫恩

為了港人，為了基層市民，敢於同港英政府鬥爭，但

又不破壞社會和諧，更加不會以阻礙香港發展、損害

港人利益作為要脅。杜葉錫恩既堅持鬥爭，又重視以

理服人，令政府接受她的建議，令窮人得到真正幫助

和照顧。杜葉錫恩爭取民主公義，關顧弱勢社群的實

際利益，做實實在在的工作，而非誇誇其談。今天悼

念杜葉錫恩，對於幫助青年理解怎樣爭取民主公義具

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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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集團前主席黎智英到底是捐款予工黨及社民
連，還是捐予兩名議員李卓人及梁國雄個人，黎智英左
右手Mark Simon的供詞至為關鍵。黎智英在作供時，
堅稱捐款是給予政黨而非個人，但為何支票抬頭寫了李
與梁的名字？議監會內的建制派委員要求邀請Mark
Simon作供，但在反對派三名議員劉慧卿、范國威、郭
榮鏗的極力阻撓之下，議監會無法進一步傳召關鍵人物
Mark Simon作證，令「黑金」黑幕石沉大海。

黎智英的幕後「放水」金主是誰？
世上沒有免費午餐，黎智英並不是開善堂，不會無

緣無故向反對派捐款。黎在入不敷支下，竟可充當反
對派的「大金主」，顯示背後真正「話事人」另有其
人。黑金醜聞有如一面照妖鏡，既照出反對派政客狼
狽為奸的醜態，也顯示外國政治黑金操縱香港反對派
的黑幕。為何反對派堅拒Mark Simon作供？為何捐款

一定要經過曾從事過美國海軍情報工作的Mark Simon
之手？黎智英的幕後「放水」金主是誰？黎智英「黑
金政治」資金鏈上的「黨鏈」和「人鏈」做了什麼事
情？反對派堅拒Mark Simon作供，顯示其心中有鬼。
根據爆料者的資料顯示，在2006年至2011年間，黎

智英向反對派人士提供的政治黑金多達2.3億元，連同
在2011年至2014年的36個月內，黎智英透過Mark
Simon總共向9個反對派政治組織及14名反對派政客提
供4,080萬元的政治黑金，合共高逾2.7億元。黎智英
在入不敷支下竟然可以充當反對派的「大金主」，其
背後涉嫌有更大的金主。
眾所周知，「美國民主基金會」公開和秘密資助香

港反對派的「黑金政治」活動從未停歇。「美國民主
基金會」與中央情報局關係密切，是中央情報局伸向
國外的「章魚之爪」之一，長期以來中情局的情報人
員在香港大肆進行諜報活動和「政治黑金」活動。在

黎智英的「政治黑金」活動中，Mark Simon的影子無
處不在。黎智英幾乎所有向反對派人士輸送的政治黑
金的行為，都是經過Mark Simon之手。

Mark Simon專門負責執行秘密捐款
議監會報告再次證實，Mark Simon專門負責執行黎
智英對反對派秘密捐款的指令，包括決定在支票抬頭
寫上政黨還是個人的名字，有時更親自與受捐助者交
收。報告披露指，Mark Simon曾經使用密封信封向李
卓人轉交支票，支票抬頭寫上「LEE CHEUK YAN」
（李卓人洋名）。Mark Simon做法十分神秘，猶如特
工電影橋段，他不出來作證，就令許多關鍵性的事實
無法查清，更遑論能夠釐清李卓人的法律責任；在梁
國雄方面，據有關報告顯示，梁稱黎智英透過他向社
民連捐款，是因為他是社民連主席，且黎與其較為熟
悉，但黎就稱，其所有捐款都是給政黨而非個人，負
責執行該筆捐款的同為Mark Simon，反對派議員認為
沒有必要請Mark Simon，這就無法澄清為什麼梁、黎
之間的解釋明顯矛盾，更難以查清其中的關鍵事實。

「佔中」行動全靠「黑金」支持
黎智英成為反對派的「大金主」，與國外勢力干預

香港政治事務，藉以操控香港反對派乃至整個香港政
壇路向的企圖，有密切關聯。去年的非法「佔中」行
動全靠「黑金」支持，資料顯示，「佔中」發起人、
支持「佔中」的議員、前高官、政治主教和其他頭面
人物，都收受了黎智英的獻金。黎智英為「佔中」、

罷課提供大量金錢，極力鼓動
反對派採取激烈抗爭行動，對
抗人大決定，對抗中央，拆毀
香港通往依法普選的正軌，更對繁榮穩定造成嚴重衝
擊。地緣政治研究學者Tony Cartalucci曾撰文，踢爆
「佔中」表面偽裝成以爭取「普選」為訴求的民主行
動，實際上卻暗中接收以美國國務院、「美國民主基
金會」和「全國民主研究所」為首的西方國家機構在
財政、政治、媒體等各方面的援助。反對派對「佔
中」資金來源一直遮遮掩掩，拒絕向公眾交代，恰恰
證明心中有鬼。捐款過程由Mark Simon操作，這是捐
款事件的關鍵人物。但是反對派堅拒Mark Simon作
供，顯然是要刻意隱瞞捐款事件不可告人的秘密，洗
脫李、梁二人的罪責。

斬斷為禍香港的「黑金鏈」
外國勢力操縱香港黑金網的持續時間之長，策劃

亂港事項之多，黑金勢力推動的暴力政治活動之愈
演愈烈，說明黑金禍港不會自行中止，只有徹查黑
金來源，斬斷黑金幕後黑手，才能令香港政治回歸
安寧。
黑金捐款過程由黎智英助手Mark Simon操作，這是
捐款事件的關鍵。由於反對派堅拒Mark Simon作供，
議監會否決對李、梁二人的指控，但事件不能就此畫
上句號。警方、廉署等執法機構和律政司必須加緊徹
查，查清楚「佔中」政治「黑金」的來源、行賄和受
賄者，才能斬斷為禍香港的「黑金鏈」。

黎子珍

反對派堅拒Mark Simon作供 顯示心中有鬼
在反對派三名議員的極力阻撓之下，議監會無法傳召關鍵人物Mark Simon作證，令

「黑金案」黑幕難以查清。為何反對派堅拒Mark Simon作供？為何捐款一定要經過曾從
事美國海軍情報工作的Mark Simon之手？外部勢力究竟扮演什麼角色？反對派堅拒Mark
Simon作供證明他們心中有鬼，他們是擔心會暴露出「黑金案」背後的外國勢力，並牽引
出「黑金鏈」上的一連串反對派政黨和政客，以及他們在黑金催使下所做的包括違法「佔
中」在內的各種反中亂港活動。執法機構和律政司必須加緊徹查，查清楚政治「黑金」的
來源、行賄和受賄者，進而查清黎智英、李卓人及梁國雄在此事的法律責任，最終斬斷為
禍香港的「黑金鏈」。

早前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發表調查報告，裁定李
卓人及梁國雄議員漏報利益的投訴不成立。以常理來說，工黨
及社民連均是註冊有限公司，在銀行有他們自己的公司戶口，
那李卓人及梁國雄又為何要用個人名義去收受別人對其政黨的
捐款呢？更可疑的是，李卓人及梁國雄兩人是不約而同地用了
同樣的一個不恰當的方法來收受對其政黨的捐款，更同樣在收
款後一直隱瞞，直至被踢爆後才承認該筆政治捐款，難道真是
那麼巧合嗎？
另外，在社民連提交給監察委員會的會議記錄中，竟然出現

會議記錄日期比簽名日期晚五天的事，實在有偽造文書之嫌。
偽造文書是非常嚴重的刑事罪行，理應進一步追查下去。
面對這麼多的疑點，任何客觀公道的人都會對李卓人及梁
國雄的供詞採取合理的懷疑，追查到底。然而，平日對官員
往往聲色俱厲、「大義凜然」的一眾反對派議員卻輕輕放過
了李卓人及梁國雄，「待人以嚴，律己以寬」，這難道還不
算護短嗎？大家不妨找一個大公司的管理層問一問，倘若其
員工私下代公司收受客戶的款項，事後卻把該筆款項存入自
己的戶口，而且沒有通報公司，到底哪一間公司可以接受，
認為沒有問題？事實上，反對派議員不只片面地相信李卓人
及梁國雄，部分議員更主動阻撓建制派議員對李卓人及梁國
雄的質詢，猶如辯護律師一般，這無疑也是黨派私利壓倒公
眾利益的表現。
須知道，立法機關是本港三大公權力架構之一，對香港社會

有重要影響力，立法會議員每年享受逾百萬元公帑薪酬，其政
治操守理應較白紙更加白。如今，多位反對派議員在沒有申報
和刻意隱瞞的情況下，收受本地傳媒大亨的巨額捐款，誰敢保
證當中沒有涉及任何利益輸送呢？試想一下，倘若同樣的事件
發生在建制派議員身上，反對派議員可會輕輕放過？無論如
何，為了維護本港廉潔的政治生態，執法部門必須徹查秘密捐
款事件，重建港人對立法會廉潔形象的信心！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

蘇
錦
樑

自財政司司長在本年初公佈財政預算案時提出美食車的新構思
後，社會各界隨即熱烈討論，大家都十分期待在香港一睹外國盛行
的美食車，並品嚐其提供的特色美食。經過九個多月的深入研究，
美食車方案終於在本月初出爐，我們亦於上星期向立法會議員介紹
了美食車先導計劃的方案。據我所知，旅遊業界及飲食業界都認同
計劃切合本港情況，相信可為旅遊業增添新元素，亦可豐富香港的
餐飲選擇。
美食車在香港是一件新事物，這段期間我們做了很多功課，包括

參考外國11個城市的美食車制度和營運情況，並到悉尼及三藩市取
經，亦與相關部門就牌照及規管等進行商討。香港的實際環境有不
少限制，舉例說，我們的巿區交通非常繁忙，大部分地區食肆林
立，若然美食車在公共道路停泊和營運會帶來很多問題。其實，外
國對美食車的營運也有甚多限制，例如美食車需與其他食肆、巴士
站、道路轉角位等保持一段距離，可見推行美食車計劃必須因地制
宜。因此，我們建議以美食車作為旅遊項目，推行為期兩年的先導
計劃，暫定讓12輛美食車在六個指定的旅遊景點，按照預定的機制
輪流營運，為香港的旅遊景點增添趣味和活力，帶給旅客及市民多
元化、富創意和高質素的美食選擇。政府和營運者亦同時可以從中
累積經驗，以便將來優化計劃。
我們會成立評審委員會，透過審議計劃書和舉行烹飪挑戰賽，公

平地選出先導計劃的營運者。我明白有市民擔心計劃會被大集團或
連鎖店壟斷。其實先導計劃透過烹飪挑戰賽挑選參加者，而不是通
過競投由價高者得，正是因為我們着重的是參加者的實力和創意來
揀選美食。換言之，日後美食車所售賣的應不是一般現有食肆或連
鎖食店的食品。我們推出美食車計劃是希望為旅遊業帶來新的趣味
及活力，並不是把現時已有的放在美食車售賣。香港人素有靈活的
生意頭腦，大膽創新更是年輕人的強項，所以我相信年輕人及創業
人士其實更具優勢，因為他們往往能夠跳出框架，發揮無比創意，
構思富趣味性而別出心裁的美食。有這些意向的朋友，千萬不要錯
過一展身手的大好機會，爭取透過先導計劃的平台創一番事業。
有評論認為先導計劃的門檻很高，一般人難以負擔60萬元的「入

場費」。事實上，我們並沒有預設所謂的「入場費」，60萬元只是
市場上購買一輛全新輕型貨車連同齊備廚房的大約費用。美食車的
實際成本取決於採用的車種、是新車抑或二手車、擬售食物所需要
的煮食裝備等，不能一概而論。先導計劃容許在美食車上即場煮
食，政府有責任確保旅客和市民享用的食物符合食物安全和衛生水
平，為此，營運者不論採用哪種車輛和設備，美食車必須設有一定
配備的密封食物調製間來符合牌照和安全規格。再者，美食車是商
業營運，營運者需要作出一定投資。如有融資需要，營運者可申請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現行的小型貸款計劃，最高貸款金額為30萬
港元。如營運者的公司符合資格，他們亦可考慮申請中小企業信貸
保證計劃下的貸款。
我熱切期待美食車在香港正式營運，屆時，旅客和市民可一邊暢

遊我們的景點，一邊品嚐美食車的特色美食。我相信美食車將會成
為香港旅遊的新亮點，令旅客的旅遊體驗更為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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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若再不加息，美元強勢地位恐不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