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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發起貿易戰旨在保世界霸主地位
中美當前的貿易摩

擦，並不是傳統的貿

易戰，核心問題不是

貿易糾紛，而是美國

要保住世界霸主地

位。上次國際上大型

的貿易摩擦，是上世

紀80年代開始的日

美貿易摩擦，其性質

及發展過程與今天中

美貿易摩擦有許多相

同之處，現在特朗普

政府的貿易談判代表

亦是當年與日本進行

談判的主力。因此，

日美貿易談判，對中

美貿易摩擦有很大的

參考價值。

依照日美貿易摩擦的經驗，中美貿易摩擦或可分兩
個部分。

日本的前車之鑑
一、日美貿易談判乃至貿易戰。也是從美國貿易的

逆差入手，美國也用關稅保護手段，以至限制日本產
品進口，控制日本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定價。日美之爭
因日本政治、軍事依賴美國，經貿不能獨立自主。故
此，談判一面倒，美國予取予攜，日本不敢展開貿易
戰對抗美國。或許正是日本輕易屈服，令特朗普認
為，中國早晚亦如日本一樣屈從美國。
美國在關稅、限制日本進口和定價方面取得全面勝
利之後，日美貿易摩擦進入結構談判，亦即是美國要
求日本從經濟結構乃至政府體制、經貿企業等各種制
度上轉變，從根本上消除日本對美國外貿順差的結構
與制度根源。結果，雖然美國未能根除日本對美的貿
易順差，但能大幅減少。當中最關鍵的是，日本屈從
美國，二次大戰後建立起來行之有效的經貿體制、發
展戰略全面修改。
日美貿易談判進入結構調整，反映美國對日貿易

戰，目標不在於消除貿易逆差，而是要日本按美國的
政治、經濟要求和利益全面改變。即如美國在上世紀
五六十年代由中央情報局策動的政治宣傳那樣，按照
美式現代化模式，重塑日本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把
日本價值完全變成美國價值。可見，日美貿易摩擦從
一開始便包含改變日本體制的政治目的，並不局限於

貿易領域。
二、令日本體制轉變的突破點在金融領域。首先，
1985年的廣場協議，令日圓大幅升值，導致日本經
濟、企業制度的連鎖反應，不只製造資產泡沫，更驅
使日本企業向海外轉移，從根本上削弱日本企業植根
本土的各種制度配套。（包括著名的年功序列，一種
鼓勵員工在一間企業工作至退休的制度。）日本最初
以發展香港作為離岸金融中心來應對美國的施壓，
1997年金融危機後亦撤銷有關計劃，不得不依從美國
的要求，推動金融體制大爆炸式開放，全面轉變了日
本金融體制，動搖了日本的基礎。
在日本金融體制的變動過程中，無論是日本資產泡

沫、海外併購（集中於美國），乃至後來的國際日圓
套利投機，背後的主導者正是美國，得益者也是美
國。日本戰後幾十年辛苦積累下來的民間儲蓄，一下
子被美國轉移掠奪，造就克林頓時代的興旺繁榮。
也正因為金融的突破和產生的暴利，使美國有實力

和信心繼續推動日本的經濟結構調整，全面改變日本
在二戰後行之有效的發展體制，日本經濟追趕美國的
勢頭被打破，反而擴大了兩國的距離，鞏固了美國在
後冷戰時期的世界霸主地位。

消除貿易逆差只是藉口
中美貿易摩擦，是美國保住世界霸權的必然發展，

外貿逆差只是一個導火線和藉口，以此爭取美國民眾
的支持。二戰後，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霸主，一

直沒停過維護霸權地位的戰略行動。美國接收大英帝
國和歐洲老牌殖民國家的海外資產，然後發動冷戰，
遏制蘇聯，圍堵中國；到後來轉為拉攏中國，對付蘇
聯；在日本興起後，直接打壓。如今，美國對付中
國、歐盟的戰略，其實一脈相承，其來有自。
從日美貿易摩擦的歷史演變可見，中美貿易摩擦絕

不局限於貿易衝突，難以指望通過符合國際規則的談
判來解決，貿易戰只能以戰止戰。美國即使在貿易戰
一時失利，但其遏制中國的戰略目標和政策不會改
變，也不管是否由特朗普當總統，或共和、民主兩黨
誰主政。
美國保世界霸權的政治目的不會改，行動也不會
停，除非美國被徹底打敗，國內民意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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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己知彼沉着應對美國挑釁

從特朗普參與美國共和黨總統提名的
初選算起，醞釀了逾20個月的中美貿
易戰，終於拉開帷幕。相比此前針對
日、歐的加徵鋼鋁關稅，特朗普政府針
對中國產品的關稅措施，影響更深遠、
打擊面更大。放在全球政經格局之下，
相關行為反映特朗普的對華新態度，勢
必左右未來「北美─東亞─西歐」的大
三角關係。因此，我們須在掌握美國對
華戰略思維，以及自身長短等方面作兩
手準備，以靜制動、進退有據、沉着應
戰。
從尼克松時代起，美國就把對華關

係，放在其環球戰略中去審視、部署、
推進。過去近半世紀以來，無論華府戰
略判斷是否確當，始終綜合而持續地觀
察、分析、預估中國政治、軍事、經濟
的實力變化，並以此為根據，全方位設
定兩國競爭合作關係的發展方向。
所謂「相如無罪、懷璧其罪」，中國

綜合國力大幅提升，核心競爭力、財富
創造力日新月異，成為華府遏制中國動
口又動手的理由，區別只在於「開戰」
時機以及選定的戰場與手段而已。
冷戰結束後至今，國際上雖有人散播

「中國崩潰論」，但已幾乎無市場，相
反有不少西方戰略家預言，中國崛起指
日可待。中國承諾一不輸出動亂、二不
輸出貧窮，自己問題自己解決；中國不
是蘇聯，不以「紅色帝國主義」為立國
之本。實行蘇式社會主義的國家崩塌，

以蘇聯為基礎的攻守同盟亦灰飛煙滅，
但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自
1978年開放改革以來，以經濟成就而非
軍事發展而聞名於世，「中國崩潰論」
不攻自破。
相比蘇聯，中國的發展模式，對世界
的影響更深遠，更具可持續性，中國的
發展只求太平，止戈為武。未來，美國
共和黨贏不贏得了國會改選、特朗普能
否在2020年再次入主白宮，雖然對中美
關係發展不能說不重要，但影響畢竟屬
於一時，中國步向現代化深水區，對可
能遭遇的挑戰絕對不容低估。
過去200年來，打從英國擊敗西班牙艦

隊至冷戰結束之初，英美霸權面對日耳
曼人、俄羅斯人、日本人的崛起，打壓
從來沒有手軟過。英美維持其全球領導
地位，不是純粹依靠制度優勢與競爭
力。美國曾經是主張「門戶開放」、
「自由貿易」的先驅，早在十餘年前更
以「公平貿易」口號取代昔日大旗，但
「公平貿易」的矛頭並未指向中國，只
是當日的中國，尚未懷上綜合國力世界
第二之玉璧而已。
如今，美國先對500億美元中國貨加徵

關稅，更威脅將加碼至2,000億美元，開
啟環球政經的「新戰國時代」。然而，
奔騰巨流總有濫殤，從奧巴馬到特朗
普，美國對華戰略思維，果真經歷了由
鴿到鷹、從左至右的轉折嗎？恐怕未
必，後文再敘。

許楨 資深評論員

應對中美貿易戰 政府需支援港商

中美貿易戰升級，美
方繼啟動首輪340億美
元貿易戰之後，日前再
宣佈，擬對華2,000億
美元輸美產品加徵關
稅。中美貿易戰持續、
升級，對市場的損傷不

容低估。香港與內地唇齒相依，受惠內
地經濟發展，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中
美貿易戰，香港難免成為被殃及的池
魚。
香港與內地保持密切的貿易往來。過

去10年，內地是香港最大的出口目的地
及進口供應地，平均分別佔香港的整體
出口及進口總值的53.2%及 47.0%。根
據 2017年中國海關的統計數字，香港是
內地第三大貿易夥伴，僅次於美國和日
本。2017 年，來源地為香港的內地進口
貨價值為73億美元，而輸往香港的內地
出口貨值則為2,793 億美元。
多年來，香港也與美國保持密切的貿

易關係。美國是香港貨物出口的第二大
市場及貨物進口的第四大供應地，平均
佔香港整體出口及進口總值分別為23%
及7%。2017年首10個月，香港對美國的
總出口增長0.4%至348億美元，來自美
國的進口總額也上升4%至221億美元。
目前中美貿易戰局勢複雜，還難判斷

對香港的影響，一旦貿易戰延伸，美國
總統特朗普威脅涉及關稅商品總值將升
至5,000億美元，恐會拖慢中國經濟的增
長，香港經濟亦無可避免受到影響，經
濟放緩實屬預料之內。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曾指

出，一旦美國全面實施500億美元（約
3,900億港元）的關稅措施，以去年貨值
計算，中國內地經香港轉口至美國及美
國經香港轉口至中國內地的貨值，分別
達560億港元及逾100億港元，是對本港
直接可預見的影響，惟間接影響則不能
預計，例如為股票市場帶來波動等。雖
然，邱騰華認為，香港受影響的中美轉
口生意僅佔本港GDP不足0.5%，但問題
是，貿易戰下無完卵，香港能否保持目
前經濟的強勁增長，恐怕不樂觀。
香港工業總會則認為，部分以美國客

戶為主的會員，上月底已少了逾億元生
意額，估計是次貿易戰至少令港商損失
逾15億元。工廠設在內地的港商都被合
作的美商詢問，希望採取避免被徵稅的
措施，要麼減少訂單，要麼將廠遷出內
地，這些措施都對港商帶來損失。
貿易戰令輸美訂單減少，海運生意也

會大受影響。香港貨櫃業已轉入低潮，
資料顯示，香港近年貨櫃港地位受到嚴
峻挑戰，早前公佈的今年首5個月貨櫃吞
吐量按年下跌 3%，至 824.5 萬個標準
箱，在全球貨櫃港排名跌至第六位。香
港亦是首六位貨櫃港中，吞吐量唯一下
跌的港口。
中美互徵懲罰性關稅，港商還可能面

對原材料價格大幅上升的不利因素，遭
遇沉重打擊。
中美貿易戰中，香港理應發揮優勢，

支持國家，政府亦應該為港商提供更多
優惠和支持，拓展新市場，盡快打通
「一帶一路」的環節，化解眼前可能出
現的困境。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興建天然氣接收站不能犧牲漁農業
何俊賢 漁農界立法會議員

國際經濟形勢風雲
莫測，香港經濟發展
面臨挑戰，如何實現
經濟可持續發展、激
發新動能，是重要課
題。香港近年積極推
動創新。較早前，習

近平主席對24名在港兩院院士來信作出
重要指示，強調要促進香港同內地加強
科技合作，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
中心，為建設科技強國貢獻力量，並要
求有關部門迅速做好落實工作，有序推

進兩地的創科合作。
香港擁有較雄厚的科技基礎，擁有眾多

愛國愛港的高端科技人才，是國家實施創
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
力量。香港科技界為香港和國家發展作出
重要貢獻。香港擁有優良的教育系統、充
足的資金、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等優
勢，可通過科技創新，帶動經濟發展。
在國家「十三五」規劃的港澳專章中，

已確立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定位，包括鞏
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
三大中心地位；明確支持香港專業服務朝

着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支持香港發展創
新及科技和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等。在國
家支持下建成國際創科中心，是香港發展
的新方向，亦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
義。
近年來，香港初創企業數目不斷攀升，

去年已超過2200家，相比3年前的1100家
增加了一倍，說明香港創新蓬勃。粵港澳
大灣區有助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給香
港創科發展帶來新機遇。香港應充分運用
國家的支持政策，憑藉「一國兩制」的優
勢，主動與大灣區加強創新合作。

大灣區給香港創科發展帶來新機遇
陳曉鋒 法學博士 「就是敢言」執行主席

最近美國互聯網巨頭Facebook爆出不少
泄密醜聞，身為資訊科技界的立法會議員
莫乃光，不知是否要「跟潮流」，日前不
幸將1.5萬名曾參與「一人一信反對縮短選
舉投票時間」網上聯署的市民姓名和回覆
外泄，包括當中約9,500個電郵地址。雖然
莫乃光表示致歉，但如何善後就欠奉，只
是說「未有證據顯示有關資料被不法分子
利用」，就輕輕帶過。
不知道是否有意避風頭，莫乃光近日無
出席立法會會議，連本來由他主持的資訊
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亦缺席。據說是因
為他右耳突然失聰，背後是否因為工作
忙、壓力大，還是「因睇波致睡眠不足有
關」，不得而知。不過休假期間，莫議員
的Facebook倒是不斷更新，一時談論中美
貿易戰對本港推動5G的影響，一時又談及
加密貨幣監管等新聞，但對自己泄露市民
資料的事隻字不提。
莫議員身為資訊科技界的代言人，過去

發表過不少關注互聯網私隱的偉論，不斷

要求政府加強保障私隱，如今輪到自己都
「瀨嘢」。市民原以為他會想方設法補
救，最起碼作詳細交代，回應市民的關
注。誰不知，莫議員的做法是「低調處
理」，不了了之，當無事發生。
這次被外泄的敏感資料，包括市民在提交

意見書時提供的姓名和電郵地址，還有市民
使用網上工具填寫的意見。連私隱專員黃繼
兒都對事件表示關注，表示會循規審查，密
切留意事件的發展，及其帶來的影響。
私隱條例訂明六項保障個人資料的原

則，其中第四項指明：「資料使用者必須
採取適當的保安措施去保護個人資料。他
們必須確保個人資料得到足夠保障，以避
免有人在未獲准許或意外的情況下，去查
閱、處理、刪除或者使用該等資料。」若
違反保障資料原則，首先公署會通知使用
者採取必要補救措施，不執行通知即屬犯
法，可被判處罰款或監禁。另一方面，資
料被外泄的受害人亦有權循民事訴訟向犯
錯者索償。

反對派素來保護私隱極端重視，不久
前，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在立法會
內，公然對政府女EO動手動腳，理由是懷
疑該女EO記錄議員出席會議的情況。堂堂
立法會議員，連有沒有出席會議都成為不
可告人的私隱，不惜冒觸犯非禮罪的危險
去阻止。如今莫乃光令過萬市民的個人資
料外泄，這筆賬該如何算？反對派的私隱
就至高無上，普羅市民的私隱就可以隨便
泄露，造成過失者完全不用承擔責任？
反對派經常在網上搞聯署，反對這樣反

對那樣，多次被人質疑，容易泄露市民私
隱。這次出事，就是一個好好例證。莫議
員經常說不應該接受「以私隱換便利」，
但是動不動就搞網上聯署，不照樣是貪圖
便利，以搜集「人頭」去為自己撐場嗎？
如今出事了，一向將保障私隱掛在嘴邊、
身為資訊科技界的代表，莫議員不向公眾
清楚解釋原因，更無提出如何補救，不論
從專業角度、從為民喉舌的角度，莫議員
都是失職的，對不住選民和支持者。

泄露市民私隱 莫乃光勿「低調處理」
林暉 時事評論員

■中國加速推動高端製造，令美國大為緊張。圖為浙江
一家電子企業的自動化生產車間。

百物騰貴，一加再加。
繼早前港鐵加價後，兩電
宣佈加價2%-6%，並預計
加幅陸續有來。雖則政府
提出以87億公帑補貼住戶
電費，約每月補貼每戶50
元，不過市民並不受落。

皆因是次加價，將兩電更新資產和節能減
排的大部分成本轉嫁到政府及市民身上。
筆者必須指出，為了幫兩電交出賬目和節
能減排的「亮麗」成績，香港社會作出之
犧牲不止於此。
政府過去一邊將破壞海洋及漁業資源的
責任歸咎於「過度捕撈」，推出「禁拖」
及「本地漁船登記制度」，限制捕撈，並
設立海岸公園管理水域；另一邊廂，政府
卻批准兩電興建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並開展填海及海事工程。海上液化天然氣
接收站雖有節能減排之名，但其位置卻處
於政府將設立海岸公園的索罟群島水域，

極具生態及漁業資源價值。
首先，建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須進行
填海工程，挖砂倒泥50萬立方米，必然污
染海洋，更填走最少8公頃水域，失去最少
18公頃漁場；日後有關接收站運作所排出
的每小時2萬立方米冷水，令周邊海水下降
9°C。人類面對突如其來的温度驟降尚難以
適應，更何況脆弱的海洋生物及魚類？
以筆者所知，魚類一般在低温下將難以

成長，當水温降至10°C以下，本港的部分
魚類將會凍死，水溫下降至7至8°C，更會
大量死亡。有關接收站位於高生態價值的
水域，對海洋的破壞，可想而知。
興建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使兩電

「獅子開大口」加電費，並將發展項目的
大部分成本轉嫁到市民身上，根本稱不上
有利民生。冠冕堂皇的節能減排，實際造
成更大的環境破壞，犧牲漁業利益，試問
業界豈能輕率讓其興建？
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並非一定建不

得，現時國家提倡發展粵港澳大灣區，政
府何不考慮與廣東省沿海各市合作？例如
深圳大鵬灣已有兩個天然氣接收站，與香
港位置相鄰，海洋生態的影響較小。香港
可與大灣區各市共同發展，於大灣區內較
低生態價值的水域興建天然氣接收站，讓
大灣區民眾共同享用，體現大灣區互利共
贏的協同效應。
漁農界向來非「寸海不讓」，不過政府推
行填海、農地改劃，又有否為業界提供可持
續發展的出路？筆者至今仍未見到政府推出
任何有利業界升級轉型的支援政策。
業界過去曾向政府建議，向中央申請海
域作共同發展，以騰出香港的現有空間，
達到兩全其美。可惜，政府只顧強硬進行
海事工程，對業界的好意無動於衷。
若政府以為單靠漁農業持續發展基金，

便可解決業界面對的問題，一味「畫餅充
飢」，恐怕政府今後的填海之路將更為崎
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