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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升級貿易戰失理性

WEN WEI EDITORIAL

社評

美昨公佈新一輪擬對中國 2,000 億美元輸美產品加徵
10%關稅清單，令中美貿易戰再升級，中國表示將不得不
作出必要反制，同時將就美方的單邊主義行為向世界貿易
組織追加投訴。美國「加碼」貿易戰，劍指「中國製造
2025」，暴露其真正目的不在解決貿易爭端，而是打擊中
國經濟發展，尤其是遏制中國高新科技計劃、遏止中國創
新發展，以保持美國的科技優勢、鞏固其全球霸主地位。
但中國創新發展不是美國可遏制的，中國的創新發展能力
持續提升，香港可發揮所長，協助國家加快創新發展、抵
禦貿易戰的霸凌訛詐。
美國加碼關稅的舉動不計後果，令中美貿易戰升級蔓
延。美國恐嚇擴大對華貿易戰範圍和規模，不僅傷害中
國、傷害全世界、也傷害自身。美國違反世貿規則，發動
對華貿易戰，很可能重蹈歷史覆轍。美國政界、財經界人
士把特朗普形容為當年大打貿易戰、招致大蕭條的前總統
胡佛。1929 年 10 月美國的股災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催化了
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抬頭，美國當時平均稅率達到
57.3%，許多國家對美國採取報復性關稅，全球貿易量因
此下降了 1/3 左右，美國的對外貿易也下降 30%。當年的
經濟危機演變為政治危機，最後成為軍事危機，引發二次
世界大戰，令全球生靈塗炭，教訓極為深重慘痛。現在特
朗普失去理性，四面出擊，令貿易戰戰火愈演愈烈，不僅
嚴重危害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安全、阻礙經濟復甦步伐，
也有讓世界滑入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的「冷戰陷阱」
的嚴重危險。
而在現實上，最先受害的，應該是美國自己。英國央行
行長卡尼指出，美國將成為全球貿易戰的最大輸家。美聯
儲前主席格林斯潘也認為，美國對外徵的關稅，實際上是

打壓中國發展難得逞
由美國國民在買單。特朗普加徵關稅大幅提高美國消費者
成本，提高鋼鋁關稅，令美國鋼板價格上漲了 51%。彭博
經濟研究指出，考慮到股價大跌，財富下降的連鎖效應，
貿易戰對美國經濟增長的打擊可能擴大到 0.4%。目前已有
跡象顯示，貿易不確定因素已影響到美國企業縮減或延後
支出。
美國的貿易霸凌主義，嚴重侵害中國利益，超出了中國
能接受的底線，中國已無處可退。正如外交部發言人華春
瑩所言，這是一場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保護主義與自由
貿易，強權與規則之戰，中方將作出必要反制。所謂必要
反制，意味着中國的反擊不會不計後果，將充分考慮對國
內外經濟的影響，力爭代價最小化。中國有打贏貿易戰的
底氣，面對中國的制度優勢、強勁經濟增長、多元產業體
系和內需市場潛力，美國打壓中國的意圖不可能得逞。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日前發佈全球創新指數最新排名，中
國排名由去年第 22 上升 5 位至第 17，是唯一打入頭 20 位的
中等收入經濟體，在研究人員、專利和科技出版物數量方
面，中國名列第一。該報告指出，中國取得第 17 名成績，
反映出中國政府優先研發和創新發展的政策取得效果，中
國作為一個快速變化的經濟體，在創新方面取得了突破性
進展。中國經濟正向高質量發展，以自主創新加快經濟結
構升級轉型，這是中國的國策，得到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等
國際社會的肯定。
香港在全球創新指數排名高居 14 位，顯示香港有雄厚的
創新實力和基礎。習近平主席曾作指示，支持香港成為國
際創新科技中心，香港是時候發揮所長、配合國家所需，
助推國家創新發展，實現互利雙贏，共同令美國的遏制打
壓徒勞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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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無王管」局面 杜絕倫敦金騙案
警方昨日搗破懷疑倫敦金騙案集團，
拘捕多人，案件涉及 33 名受害人，損
失金額約 1,900 萬元。本港對投資產品
監管相當嚴格，但對倫敦金買賣卻長期
「無王管」，導致騙案多年來層出不
窮，受害者有本港市民亦有外地人士。
為保障本港國際金融中心聲譽，政府不
能再對倫敦金買賣問題視若無睹、置之
不理，必須將倫敦金投資納入監管範
圍，從發牌、開戶、交易等方面做到有
規有矩，才能杜絕倫敦金騙案一再重
演。
倫敦金本身是指一種在倫敦交收的現
貨黃金合約，原是正當投資工具，現時
有本港銀行亦提供相關投資服務。騙徒
之所以將倫敦金作為非法謀財工具，而
且屢試不爽，最關鍵的問題是缺乏監
管。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股票、保
險、外匯等金融業務都有嚴格的法律規
管，有證監會、保監局、金管局等法定
機構監督運作，倫敦金同樣是投資工
具，卻竟然沒有法例和專責機構監管，
連從事倫敦金業務的經紀也不需要像股
票、地產的從業員一樣考牌，監管如
「無掩雞籠」，結果造成倫敦金從業者
龍蛇混雜，而且因為容易騙取巨額錢
財，連個別大型金融公司亦鋌而走險。
正因為「無王管」，出現嚴重問題後

警方檢控有一定困難，令倫敦金騙案
「長騙長有」，不斷有投資者上鈎。
2017 年全年就有 19 宗，今年 1 至 5 月
警方就接獲 3 宗倫敦金騙案、涉款
5900 萬 港 元 。 而 且 隨 着 網 絡 通 訊 發
展，騙徒近年有「衝出香港」的趨勢，
不僅本地市民上當受騙，甚至有台灣、
內地的民眾中招，要來港追討損失。這
種態勢下，倫敦金騙案不但侵害港人的
利益，更損害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聲
譽。
倫敦金騙案是頑固的「金融毒瘤」，
危害甚大，政府對此不能再聽之任之，
只是口頭上呼籲投資者要小心，而必須
盡快立法規管貴金屬場外交易。其實了
解倫敦金騙案的手段之後，要堵塞行騙
漏洞並不困難。第一，應該參考股票、
地產業務，設立考牌制度，提高從業員
素質和確保其穩定性，規範經紀的行
為；第二，可以禁止客戶授權經紀操
作，即使授權也需設立高門檻；第三，
可以從投資者入手，要求客戶開立倫敦
金戶口前，必須報讀監管機構舉辦的投
資課程和通過考試。當然，亦需要進一
步做好宣傳教育工作，提醒市民了解最
新的騙局手法和防騙資訊，減少受騙的
機會。
（相關新聞刊 A9 版）

鐵窗「女狀元」盼做社工幫人
交損友販毒判囚寄情讀書 考獲 21 分歷屆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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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校內尖子，卻因學業壓力而崩
潰；在損友唆擺下，阿芬（化名）竟
然走上販毒歧途，結果被判入獄。失
去自由後，令她痛定思痛，從此寄情
讀書，幾經努力，今年她終在中學文
憑試考獲 6 科共 21 分，是歷年女囚犯
中的最佳成績。明年即將重獲新生的
她，擬報讀浸會大學的社會工作系，
以過來人身份，幫助邊青重返社會。

◀勵敬懲教所監督孫偉揚（右）
頒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通知
書予阿芬。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嚴杏意
年懲教署有 16 名青少年囚犯報考香港中
今學文憑試，當中6人在歌連臣角懲教所、

7人在壁屋懲教所、3人來自勵敬懲教所。勵敬
懲教所監督孫偉揚表示，今年各人共報考93張
試卷，其中67張取得二級或以上成績，佔總卷
數72%，當中有一人考獲經濟科5級。

曾10個月力追3年課程
現年 19 歲的阿芬是其中一名在囚考生，她
曾是學校名列前茅的好學生，一直保持在全級
十名內。可惜升讀中三後，因功課及選科壓
力，成績一落千丈，她為逃避壓力而逃學，更
誤交損友而販運毒品，並因此被捕，2014 年
被判入更生中心。
為了重拾人生的動力，她在懲教所內報讀不
同職訓課程，去年首次應考文憑試，以10個月
時間追回高中三年的課程。當時她報考 5 科，
成績為 16 分（32344），今年她再接再厲，多
報了旅遊及款待科，終考獲21分（423444），
更於中文口試中取得5**佳績，中文閱讀卷亦由
去年1級提升至今年5級，進步明顯。

苦讀感孤單 未忘父母恩
鐵窗內的讀書歲月，阿芬坦言獄中雖然也有兩
名女囚友應考，「但彼此學習的程度有差距，努
力的目標不一樣，令我覺得自己在孤軍作戰。」
每天朝九晚五上課，晚上做功課及溫習到11
時，一日復一日，感覺十分孤單，但阿芬經常
提醒自己，要為未來着想，目標是考入大學，
以報答父母對自己犯事後的不離不棄。
昨日收到成績單，阿芬笑言覺得不可思議，
高興地說「我已經成為老師的一份驕傲」，也
覺得自己「發緊夢」。她特別感激老師用心地
指導自己應試，例如口試部分，「老師會在堂
上播放歷屆高水平考生的考試片段，並分析當
中使用的技巧，且製造不同的情境和安排人來
陪練口語，使我口語水平提升。」

縱飲恨英文 戰意仍未減
不過，要攻克英語並不容易，阿芬今年英文
科保持 2 級水平，未能達到大學門檻的 3 級要
求，故明年將會第三次報考文憑試，專攻英文
科，並報讀公開大學市場學短期課程，希望明
年 12 月刑滿出獄後，可以入讀浸大社會工作
學士，立志畢業後為邊青服務。

▲阿芬與母親分享取得佳績的
喜悅，以報答父母對自己的不
離不棄。

自資院校排長龍 新聞社工受熱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俊斯、柴婧）
中學文憑試成績昨日揭盅，學界估計考獲
22 分以上的考生較有機會獲 8 大院校取
錄，故放榜後不少未能穩操勝券的考生急

■不少考生急求其他出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急尋求其他出路，湧至樹仁大學、恒生管
理學院、職業訓練局等院校報讀心水課
程，其中仁大昨午已有約 300 人排隊遞交
報名表，部分課室更「打蛇餅」，恒管則
指今年入學申請人數較去年上升，學生反
應踴躍。
昨日下午，仁大已有約 300 名學生於禮
堂內等待遞交申請表及面試，根據該校課
程簡介資料所寫，以 4 必修科及 1 選修科
計算，去年的收生成績中位數為 17 分，
不同課程的收生要求略有不同。
仁大新聞與傳播學系副系主任及大學外
務統籌李家文表示，新學年該校取錄新生
目標為 900 人至 1,000 人，昨天報名人數
與去年相若，其中新聞與傳播學系、社工

報讀多手準備 選科志趣為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文憑試放
榜後，今日開始一連 3 天考生可於個人指
定時段就大學聯招課程志願進行改選。學
友社放榜輔導熱線昨日早上 10 時至下午 6
時，單日已接獲 546 宗求助，當中 64%涉
及聯招課程及改選策略。另一方面，青協
「DSE 27771112」文憑試放榜服務在7月
9 日至 11 日也收到 1,274 宗求助個案，不
少考生對聯招改選認知模糊。
輔導機構提醒考生，應理性分析獲取
錄的機會，不宜過分進取，考獲 18 分至
20 分的考生除了改選時要採取保守策略
外，亦應同時報讀聯招以外的專上課程，
作好兩手準備。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指，
考生應善用聯招最後一次改選機會，要綜

合考慮科目計分比重、競爭人數、面試安
排等因素，並以自身志趣條件為本，不應
勉強入讀非心儀的「水泡科」。針對18分
至20分的邊緣考生，則要考慮其他出路。
他又提醒，考生需要多留意不同截止
日期，包括已獲自資院校課程取錄的學
生，一般須於7月16日中午前繳交留位費
或註冊費。
青協則提醒，考生在選擇副學位課程
時，切忌抱「有位就讀」、「讀完再算」
的心態，也要就課程的認受性、口碑等資
料，細心了解其升學數據及銜接途徑，以
便訂立其後的學習計劃。
部分考生選科時或與家人意見分歧，
青協建議宜先冷靜並了解家人的原因，並
尋找自己的理據作理性溝通。

系及中文系最熱門。

考生：碰運氣買心安
文憑試最佳 5 科共得 21 分的羅同學到仁
大報讀社會工作學系。她表示，縱使成績
不太差，但她鍾情社工專業，而資助院校
的社工系選擇不太多，故到樹仁爭取機
會，但同時會考慮覆核文憑試成績，「博
一博」資助院校的社工系學額。
另一考獲最佳 5 科 21 分的吳同學，則在
家人陪同下到樹大報讀歷史系，他目標是
港大與浸大的歷史系，但認為把握不大，
故在仁大留位「買個心安」。
擬讀工商管理課程的楊同學，最佳 5 科
約 18 分、19 分，成績雖在其預期之中，

但未來亦有打算提出覆核，至於畢業後的
打算則「未有認真想過」。

首小時部分課程額滿
提供超過 140 項學士學位、高級和基礎
文憑等課程的職業訓練局，昨日起開放10
所成員院校作統一收生中心。職訓局副執
行幹事梁任城表示，首一小時，部分課程
額滿，超過一半早前已報名並獲得「有條
件取錄」的考生在昨日到場確認取錄。他
指高級文憑中，土木工程、酒店、幼兒教
育、社會工作、金融科技最熱門。
恒生管理學院表示，今年入學申請數量
較去年上升，較去年同期增加逾一成，恒
管預計將招收約1,400名新生。

莫 問 成 敗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特
別在文憑試放榜日，到
基督書院勉勵考生，並
頒發文憑試成績通知書
予學生代表，及聆聽校
友分享其升學路向。他
又寄語全港考生，無論
成績如何，都可因應自
己的興趣和能力，選擇
適合自己的課程或路
向，在人生路上繼續積極向前走。
楊潤雄說，現時香港多元升學途徑
做得愈來愈好，除了 1.5 萬個八大資
助學士學位，還有 3,000 個「指定專
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的學額，而
自資學士課程亦有每年約 3 萬元資

助，加上副學位、毅進文憑和其他職
業專才課程，適合學生的出路其實很
多。他又呼籲家長應多支持子女，無
論成績好或不好，家長都需要給予意
見，讓子女作出明智選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