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聯儲6月議息會議決定加息25個
基點，這是2015年底以來第四次加
息。這意味着：一是美國經濟復甦雖
然沒有「火力全開」，但復甦態勢已
經彰顯，因而很難繼續蹉跎於危機時
代。否則，不利於恢復對美國和全球
經濟的信心。二是特朗普時代的顛覆
性政策，需要新的貨幣政策。耶倫和
她的同事過去兩年的過度謹慎，曾經
讓特朗普強烈不滿。在新政府、新經
濟周期之下，即使是獨立和專業性極
強的美聯儲也需要和當前的政治情勢
維持相對同步。何況，美國經濟的確
在復甦——雖然不那麼強勁，但是
「進行時」。三是全球市場對美聯儲
加息雖然耐受力很強，但依然存在恐
慌後遺症。畢竟，全球經濟雖然擺脫
了危機，但未必走出「新平庸」，前
3次加息中，有兩次引發了全球市場
的震盪，尤其是新興市場痛苦不堪。

加息不會帶來連鎖反應
美聯儲加息預期越來越強，而且加
息與縮表會雙箭齊發。更重要者，美
聯儲不會太在意全球其他市場的表
現——因為英國大選沒有給全球市場
帶來「異樣」，歐洲大選年也基本確
定不會飛來「黑天鵝」。更重要的
是，中國股市、匯市趨穩，不會給美
聯儲加息縮表帶來後顧之憂。相對而
言，經過前三次的加息考驗，全球市
場開始漸漸適應美聯儲加息節奏。因
而，即使全球市場反應強烈也是暫時
的，美聯儲加息不會帶來全球市場持
久的連鎖反應。
從市場反應看，美聯儲利率決議公
佈之後，美元指數急劇上揚，接連擊
穿101和102兩大關口，而非美貨幣

與現貨黃金則紛紛大幅回落。市場表
現也在預期中，這既是其他貨幣和現
貨黃金的條件反射，也符合強勢美元
預期帶來的市場邏輯。再看全球股
市。聯儲局公佈加息決定後，亞太股
市普跌，隔夜美股收盤漲跌不一，道
指漲0.22%，再創歷史新高；標普指
數跌0.10%，納指跌0.41%。歐股走
低，泛歐 STOXX 600 指數收低
0.3%，銀行股大跌1.3%。
不過，美聯儲加息對資本市場的影
響還要繼續觀察，若亞太和歐股在震
盪後回歸自己的市場節奏，美聯儲加
息的市場效應也就風險可控。否則，
包括美國市場在內的全球市場就會再
現首次或第二次加息的情況，阻斷美
聯儲加息的樂觀情緒。
雖然危機的陰霾尚未完全消散，但

是全球經濟並未變得更糟，尤其是發
達經濟體和主要的新興市場經濟都在
企穩回升。美聯儲加息本身也象徵着
美國經濟復甦，這也決定了短暫的全
球市場波動不會影響市場大局。

中國成為全球化新引領者

更重要的是，中國經過推進供給側
改革，擺脫了美聯儲加息帶來的負面
影響。美聯儲第一次加息帶給中國市
場的混亂表現有二：一是人民幣兌美
元匯率疲軟，二是引發股市動盪。前
者，造成資本外流，引發國際空頭對
人民幣覬覦；資本市場的動盪蔓延為
系統性的金融風險。現實是，監管在
強化，股市在企穩，人民幣匯率形成
機制也在完善，尤其是人民幣匯率目
前正處於高點。6月15日，人民幣兌
美元中間價報6.7852，較上日中間價
6.7939，升值87個基點，為7個月新
高。
此番美聯儲第4次加息，人民幣淡定

自如。雖然穆迪剛剛調降了中國國家主
權信用等級，但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剛剛預測2017年中國GDP增
長達6.7%，這比此前預測的6.6%增速
上調了0.1個百分點。與此同時，由於
特朗普政府的反全球化立場，中國成為
全球化的新引領者。加之中國「一帶一
路」倡議不斷給新經濟周期提供新動
力，因而，美聯儲加息的市場不安情緒
也被稀釋或消化了。

「兩獨」勾結變本加厲 23條立法刻不容緩

違法「佔中」是有人以爭取「真普
選」為幌子，鼓吹「公民抗命」、「違
法達義」等歪理，蠱惑人心、煽動年輕
人以非法暴力手段霸佔道路，企圖脅迫
中央容許香港實行所謂「真普選」，奪
取香港的管治權。
整整79天的「佔中」行動，給香港
造成巨大經濟損失，影響數以萬計市民
的生活和生計。參與者激進暴力，視法
律如無物，以暴力衝擊警察。

「港獨」氾濫 令人擔憂

受到「本土」分離思潮左右，近年
大學裡「港獨」思潮開始滋生氾濫，
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已淪為「港
獨」的文宣工具，明目張膽宣揚「港
獨」理念，鼓吹「暴力革命」，甚至
提倡成立軍隊，不惜流血，要將香港
變成一個獨立國家。有關言論在年輕
人中間不斷散播，有中學生受其誤
導，變得激進非理性，甚至稱國家為
「鄰國」，否認自己的中國人身份，
情況令人擔憂。
香港政界亦滲入「港獨」思潮。打着

「港獨」、「自決」旗號的政黨，如
「本土民主前線」、「香港民族黨」等
陸續成立，此等組織被特區政府拒絕註
冊，是不折不扣的非法組織，但他們漠
視法律，繼續公然鼓吹「港獨」，荼毒
年輕人。這些「港獨」分子分裂國家之
心昭然若揭，破壞「一國兩制」，影響
國家安全。
「港獨」進一步發展，梁頌恆、游
蕙禎竟然在立法會議員就職宣誓儀式
上以粗言穢語辱罵國家，展示「港
獨」標語，最後人大主動釋法，本港
法庭褫奪梁游的立法會議員資格。但
是，「港獨」言行並未偃旗息鼓。最
近，反對派議員朱凱廸、羅冠聰、陳
志全以及黃之鋒等人，出席「台灣國
會關注香港民主連線」的成立儀式，
明目張膽勾結「台獨」，拓展「港
獨」的活動空間。

法律不完善留下可乘之機
「台港連線」由「台獨」死硬派、台

灣「時代力量」的黃國昌牽頭組成，聲

言要與台灣綠營「立委」共議香港民主
進程，更明言會以人力物力支持香港爭
取民主。「港獨」勾結「台獨」，圖借
「台獨」干預香港事務，明顯抵觸「一
國兩制」底線。內地國台辦已表明，堅
決反對「台獨」和「港獨」勢力互相勾
結、干擾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插手
香港內部事務及破壞香港繁榮穩定，並
指出這種圖謀和行徑不得人心，也不會
得逞。 特區政府應按照人大釋法，嚴
肅追究3個勾結「台獨」立法會議員的
罪責，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法庭褫奪其
立法會議員資格。由於香港現時法例關
於保護國家安全、反對分裂國家、制止
勾結外國勢力的法律不清晰、不完善，
令別有用心的人有機可乘。特區政府打
擊「港獨」力度不足，「港獨」氣焰日
益囂張。
眾所周知，基本法23條規定香港有

責任就國家安全自行立法，但遺憾的
是，香港回歸祖國20年了，還未能成
功立法，令鼓吹分離的政棍、政客有作
惡的機會。儘管目前香港對基本法23

條有一定分歧，未有
共識，但維護國家主
權及領土完整是港人
的共同責任，不可能
無了期把國家安全立
法拖下去。

23條立法不能再拖
由於「港獨」惡行的負面影響日益
明顯，「港獨」分子勾結「台獨」更
趨表面化、公開化，甚至有可能進入
立法會的建制架構內，對國家安全和
香港穩定的危害更大，大多數港人對
「港獨」分子的所作所為非常反感，
更加認識到基本法23條立法的迫切性
和必要性。
遏止「港獨」勾結「台獨」及其他外

部勢力，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是大是
大非問題，特區政府應有所擔當，有所
作為，下決心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
希望新一屆特區政府以有承擔、有能力
的施政作風，加快基本法23條立法的
步伐，盡早完成香港應盡的憲制責任。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也是「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在香

港實施20周年。香港回歸後保持繁榮安定，市民安居樂業。但也

應看到，從違法「佔中」事件後，法治被衝擊，影響經濟民生，

國家安全亦開始受到威脅。保障國家安全，是世界慣例，香港同

樣責無旁貸，尤其是「港獨」、「本土」分離分子一直蠢蠢欲

動，與「台獨」等外部勢力勾結變本加厲，香港更有就保障國家

安全立法的必要性，甚至可說是刻不容緩，及早消除國家安全隱

患，以免影響香港平穩發展。

政客勾連「台獨」衝擊「一國兩制」底線

作為立法會議員，最基本的責
任便是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這是
十分清晰的法定要求，基本法亦
要求所有立法會議員就職時必須
依法宣誓。在這一屆立法會，便

有兩人因拒絕依法宣誓而被撤銷議員資格，甚至
引起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第104條作出解
釋。故此，現時留在立法會的68名議員，從政治
倫理和誠信上，必然是反對「港獨」的，也不會
認同任何其他違反「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政治
行動。
然而，羅冠聰、陳志全及朱凱廸三人，作為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議員，卻
遠赴台灣，出席「台獨」色彩濃厚的「台灣國會
關注香港民主連線」成立活動，與「台獨」勢力
的政客沆瀣一氣，同流合污，更宣稱要互相合
作。說實話，這是尊重國家主權和安全的表現

嗎？所謂瓜田李下，物以類聚，作為香港的立法
會議員，應該與主張分裂國家的「獨派」政客合
作嗎？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地區並無所謂
的「國會」，該組織名為「台灣國會關注香港民
主連線」，顯然是一個鼓吹「暗獨」的組織，羅
冠聰等三人對「台獨」的立場究竟如何呢？
更何況，香港作為國家的特別行政區，依據基
本法，香港事務完全沒有「台獨」勢力介入和干
預的空間，這樣的團體對促進港台良性互動一點
意義也沒有，更嚴重衝擊「一國兩制」及基本法
的底線，罔顧香港市民福祉。近年，中央領導經
常強調香港出現泛政治化的問題，期望社會重新
聚焦經濟民生，好好把握國家的發展機遇，可謂
語重心長。但擺脫「泛政治化」困局，是需要平
穩的社會政治氣候的，而反對派政客不斷衝擊
「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底線，肯定會引起更大
社會爭議，並引致社會更加撕裂。試問一下，這
是有利於社會發展的行為嗎？誰才是不斷製造新
問題，導致香港持續泛政治化的罪魁禍首呢？

一年一度的「闖關日」又來了，MSCI將於北
京時間6月21日公佈年度市場分類審議結果。
MSCI今年3月基於滬深港通提出了一個A股納

入MSCI的新方案，消除了外資機構對於A股贖
回限制的擔憂，因而增大了此次衝關成功的概
率，相較於去年納入的預期明顯高出不少。
A股納入MSCI指數的意義，從長期來看，有

利於A股吸納境外資金進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改變存量資金博弈的局面；此外，由於其成為國
際資本追蹤的指數，在帶來一定的國際投資資金
的同時，更能夠提升A股在國際資本市場中的地
位與影響力，從而更有利於中國股市進一步走向
全球資本市場。可謂戰略意義重大。
從短期來看，其對A股的影響或將是「脈衝」

式的。鑒於A股整體投資誘惑力仍不顯著，在
「入魔」的初期，資金配置的比例不會太高，對
股市帶來的新增流動性依舊有限。
因此，就當前階段而言，儘管A股「入魔」的

戰略意義重大，但是，其對股市當前階段的實際
影響不是非常重大。與股市的政策環境、市場環
境以及資金面環境的變化風險等A股自身內部問
題比起來，屬於A股外部問題的A股「入魔」並
不算什麼問題。
而在A股市場的一系列自身內部問題當中，怎

樣解決股市的大小非套現問題、怎樣均衡地發展
股市的投融資功能、怎樣合理有序地引導場外資
金入場、怎樣改寫A股「不死鳥」神話、怎樣加
速改變股市退市率居高不下的局面、怎樣加快投
資者索賠效率從而更好地維護投資者的權益、怎
樣將提高市場的違法違規成本真正落到實處等一
系列的問題，使得A股的整體投資色彩減弱，才
成為當前階段亟需處理好的問題。就內外因對事
物的發展作用而言，內因起着決定作用，外因需
要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
上述一系列A股自身的問題，與中國股市的未

來發展命運息息相關，直接地影響着投資者的切
身利益。這些自身內部的問題處理好了，A股真
正進入了健康運行的發展軌跡，A股市場對於國
際市場投資者的吸引力就會增強，諸如納入MS-
CI等一系列外部問題就會隨之迎刃而解，提升未
來外資對A股的配置這一問題就不是問題。
假如A股自身的內部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
決，A股自身並未進入健康運行的發展軌跡，對
國際投資者的吸引力非常有限，即使「入魔」成
功，外資的配置比例也不會有多高。而政策環境
的不確定性、市場環境的頻繁變化以及資金面環
境的持續緊張，比起配置比例偏低的外資對A股
投資回報預期構成的影響，更為重大。

黃國恩 執業律師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柯創盛 香港群策匯思主席、立法會議員盧偉國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主席

分工協作互補優勢 攜手共建粵港澳大灣區

李克強總理在今
年3月的政府工作報
告中提出，要推動
內地與港澳深化合
作，研究制訂「粵
港澳大灣區」的城
市群發展規劃，經

民聯表示歡迎，並利用本身的工商
專業強項迅速展開調研，集思廣
益，在5月23日向特首梁振英先生
遞交《構建「粵港澳大灣區」建議
書》，就香港如何參與「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提出12項主要建議。建
議書中強調粵港澳三地政府必須打
破地區藩籬，建立完善的分工協作
制度，互補優勢，以先行先試的思
維及創新策略，為區內的工商及專
業界和中小企提供更大的發展空
間，並為本港帶來新的經濟增長
點。在6月1日，本人又趁現屆行政
長官任內最後一次立法會答問會，
詢問梁特首，目前在特區政府層面
的具體跟進工作詳情，以及如何確
保這方面的工作與下屆政府能夠順
利交接。
經民聯的建議書特別着眼於發揮香
港優勢，吸引港企、港人參與大灣區
發展，期待區內各方勇於先行先試，
積極拆牆鬆綁。具體建議包括簡化大

灣區跨境稅務安排，降低業界准入門
檻，爭取專業資格互認及港企「國民
待遇」，促進人才互通，同時免除區
內長途漫遊費用，推動通訊無阻。在
推動經濟和產業發展方面，聯盟倡議
打造世界級創新科技灣區，並借助落
馬洲河套區發展「港深創新及科技
園」，集中開發新科技，吸引國際科
技機構及人才進駐。聯盟亦建議，利
用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推
動香港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樞紐建
設，並促進區內的跨境投資。又認為
大灣區應致力加強基建聯通，打通人
流物流。
經民聯相信這些建議可為香港帶來

新的發展機遇，而香港特區政府一定
要爭取主動，與內地和澳門政府溝通
和協調，力求發揮香港的優勢。經民
聯倡議在國家層面成立高規格的統籌
協調機制，並促請特區政府盡快成立
專責委員會，由政府最高層領導，集
合政、商、專業等各界精英，進行具
體的策劃和跟進落實工作。
特首梁振英先生對經民聯的建議反

應積極，並將建議書分發給政府有關
部門的同事研究。儘管現屆特區政府
接近任期屆尾，梁特首仍然忙於大灣
區的前期準備工作，在4月下旬率團
去大灣區參觀考察部分城市，又就這

議題召開了經濟發展委員會和策略發
展委員會的聯席會議。目標是在本屆
政府卸任之前，訂出一個框架性、方
向性的文件。梁特首回答我的質詢時
指出，國家做事和內地省市做事的速
度很快，因此，我們不能落後。如果
我們落後的話，大灣區的規劃就會在
沒有香港全面參與的情況下完成，這
是我們不想見到的。若一切順利，將
由發改委牽頭，在港、澳、廣東省和
九個城市的參與下，協商出一個框架
性的文件，讓有關各方和社會各界知
道大灣區的規劃方向。
構建「粵港澳大灣區」無疑是個新
的課題，從香港的角度而言，關鍵在
於如何在符合「一國兩制」的情況
下，盡量排除一些制度之間的障礙，
令到香港和大灣區城市群之間的人
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暢通無
阻。這個課題值得社會各界關心和參
與，群策群力。下一屆特區政府也必
須不失時機，盡快凝聚社會共識，並
與區內合作夥伴制定出協同發展、務
實可行的規劃綱領和行動方案。
近年，本港由於政治紛爭引致社會內

耗，實在不能再承受蹉跎歲月的代價，
錯失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良機。
經民聯日後亦會在立法會及工商專業界
等不同渠道，繼續跟進相關建議的落實。

張敬偉

全球市場冷靜面對美聯儲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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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婆婆遭檢控惹爭議 食環署執法須檢討

75歲高齡仍然自食其力的朱婆婆，懷疑因為1
蚊賣紙皮而遭食環署票控，事件引發社會廣泛關
注。1982年朱婆婆由內地來港，先生離世後，她
與女兒相依為命。為了生活，朱婆婆自力更生，
堅持不受人一分一毫的恩惠，多年來做清潔散
工，近年因年老無人請就執紙皮，捱到十隻手指
也彎曲、伸不直。
朱婆婆憶述當日被票控時立刻求情，「我好辛

苦，一張一張(紙皮)執番嚟。你一蚊就話買賣，買
咩賣呀？」但是，食環署的人員並無放過她，將
她的紙皮與車仔沒收，更告她阻街和無牌販賣，
其後輾轉到警署，朱婆婆又被要求交擔保費。朱
婆婆指自己當時身上只得34港元，有人對她說：
「咁用30蚊做擔保，剩4蚊搭車用囉！老人2蚊
優惠嘛！」
婆婆年紀大但有骨氣，不領綜援，自己養活自
己，令人欽佩，如今為賣紙皮幫補生計搞到官司
纏身，隨時可能要面對牢獄之災，如此怪事，令
人匪夷所思。有人說，現在香港社會怨氣大，市

民對政府有意見，朱婆婆的事件，不很值得反思
嗎？
有老邁清潔女工因為用清水沖洗污糟地面，被
食環署票控；有善心阿伯免費幫人修理單車，食
環署卻要拉要鎖；有無牌小販被食環署人員追至
無路可逃，跳入河中被淹死，類似事件不勝枚
舉。但另一方面，同樣是阻街、無牌經營，不少
食肆在夜晚霸佔公用地方，嘈雜擾民，食環署卻
熟視無睹；至於那些節假日在中環一帶專做外傭
生意的南亞裔無牌小販、甚至持「行街紙」的假
難民，一晚生意額可達萬元，食環署卻「隻眼開
隻眼閉」，這是什麼執法標準？
依法辦事，道理雖然如此，但是法律亦不外乎
人情。食環署執法是否一視同仁、有無「雙重標
準」？有無對弱勢群體就鐵面無私、遇到惡人就
退避三舍？就朱婆婆事件，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
永文表示，檢討食環署執法時，能否做到情理兼
備。希望當局講到做到，認真檢討，及時改善，
勿重蹈覆轍。

高瑩樂

A股自身問題比「入魔」更值得關注
李勇 中興匯金高級研究員

■美聯儲此
次加息沒有
帶來全球市
場的連鎖反
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