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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進黨執政當局不認「九二共識」，兩岸交流
受到阻礙。不過，兩岸關係發展柳暗花明。金門缺
水，珍貴的金門水用來製金門高粱酒還不夠，大陸雪
中送炭送水上金門。8月5日，金門和大陸的泉州、
晉江的嘉賓分別在兩地同時按下按鈕，清澈水流隨即
流入田埔水庫集水區，再送往金門居民家中，流水有
情，體現「兩岸一家親」。

金門是一個缺乏水資源的離島，生活、生產用水十
分緊張。統計資料顯示，金門的年平均降雨量為
1,070毫米，年平均蒸發量卻高達1,581毫米；人均水
資源佔有量僅為1,000立方米，遠低於國際公認的人
均水資源警戒線。隨着當地旅遊經濟加速發展，金門
的水資源警報更是頻頻拉響。

20年前，金門遇到旱災，迫切希望大陸可以伸出
援手。2015年 7月20日，雙方在金門縣成功簽訂
《金門自大陸引水供購水合同》。如今，金門民眾期盼整整20
年來自大陸的引水計劃終於實現。該輸水系統總長約27公里，
其中陸地管道11公里、海底管道16公里，設計日供水規模為3.4
萬立方米。金門主辦單位特別安排了「噴水特效」象徵通水儀式
圓滿完成。

無黨籍的金門縣長陳福海在金門通水儀式中表示，通水是兩岸
「新三通」開始，為了金門未來穩定發展，以及邁向金廈漳泉次
區域經濟合作模式，進而成為兩岸和平政策的先行示範區，期盼
在通水之後，還能推動通電和通橋。此一議題引起台灣社會熱
議。

金門歷來是兩岸關係的晴雨表。兩岸曾經緊張對峙，金門炮聲
隆隆；兩岸關係趨緩，「小三通」率先從金門開始。2001年1月
1日起，兩岸實施「小三通」，實現福建與金門以及連江通商、
通航和通郵，開啟了兩岸和平交流的新篇章。之後，由「小三
通」到「大三通」，再到馬英九執政時期，兩岸在「九二共識」
基礎上，開創有史以來最好的和平狀態。

金門在兩岸交流扮演着重要而關鍵角色。在「一個中國」的原
則下，兩岸民眾交流頻密，通過「小三通」到金門，然後再到台

灣本島遊的大陸旅客不斷增加，以致來往的船隻都不夠用來接送
遊客。於是，通水、通電、通橋成為金門廈門兩地民眾的心願。
金門甚至還設計通輕軌往返金門至廈門的機場，兩地共享廈門機
場，共享資源，盡享「兩岸一家親」的熱絡。

在馬英九執政時期，他登上金門島，敲定了「金門大橋」的造
橋計劃，將營造一座連結金門本島（大金門）金寧鄉與烈嶼鄉
（小金門）的海上橋樑，全長5.4公里，其中跨海橋長4.8公里，
最大跨徑280米。該橋預計2020年完工，為未來的「金廈大
橋」奠定基礎。

不過，「金廈大橋」通橋在台灣被視為涉及「國安」，民進黨
政府勢必以此為由干預、阻撓。不承認「九二共識」者，一定視
兩岸「共飲一江水」、「同行一座橋」為離心離德、離經叛道。
即使有利於金門民眾的輸水工程，台灣「陸委會」早前曾「建
議」金門縣政府，以「大局為重」，暫緩兩岸通水，為阻撓「兩
岸一家親」，置金門民眾的生活迫切需要於不顧。

雖然，兩岸在政治上有分歧，但民進黨當局絕不應該犧牲民眾
利益，阻撓兩岸民眾交往。事實上，「兩岸一家親」是不可逆轉
的大勢，民進黨當局也阻擋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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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外國記者會（FCC）竟然在屬於特
區政府物業的會所讓陳浩天肆無忌憚地散
播「港獨」言論，挑戰「一國兩制」底
線。FCC本應是外國記者的聯誼機構，但
是近年來它已經變成了一個政治組織，不
斷邀請反對派政客、鼓吹分裂國家的人，
當中包括「佔中」搞手戴耀廷，「末代港

督」彭定康及「藏獨」分子達瓦才仁等人，一再散播攻擊
中國和「一國兩制」的謬論。如今FCC邀請陳浩天「播
獨」，遭到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的譴責，但FCC的負責人
卻一意孤行，堅持活動按原計劃進行。

彭定康與羅傑斯是一丘之貉
「末代港督」彭定康大放厥詞，竟形容外交部駐港特派

員公署要求FCC取消有關演講是「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做法「錯誤」。彭定康才是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香港是中
國的一部分，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當然要恪盡職守
維護國家安全，要求FCC停止為「港獨」搭台的行為。

去年10月，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傑斯被禁止
進入香港，最不安的是彭定康，他擔心自己會變成第二個
羅傑斯，於是寫信給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問道：「英國的
公民為何不能在香港入境？你怎樣執行中英聯合聲明和基
本法，你一定要給我一個答案。」彭定康的架勢，彷彿仍
然是林鄭的上司，香港仍然是英國的勢力範圍。但彭定康

畢竟作賊心虛，因為他在香港回歸後八度訪問香港，都發
表了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言論。事實充分證明，彭定康和
羅傑斯是一丘之貉。

彭定康在香港回歸後八次訪港，他每次都經過精心策
劃，都不外乎為反對派撐腰，抹黑特區政府和中央政
府，顯示其亂港之心不息。去年9月彭定康訪港，正值律
政司就「雙學三丑」的案件提出上訴，「三丑」被法庭
改判入獄，以及大學校園出現「港獨」標語事件，彭定
康聲稱律政司就「雙學三丑」的案件提出上訴，是一個
政治決定，又指大學應容許討論「港獨」問題，否則壓
迫或會逼年輕人走向極端云云。彭定康指大學應容許討
論「港獨」問題，完全是別有用心，是以「討論」為
名，實替「港獨」張目。彭定康去年底來港，在出席
FCC午餐會時，罔顧事實抹黑香港民主在回歸20年內發
展步伐比想像中慢。

顛倒黑白干預香港事務
彭定康經常顛倒黑白、胡言亂語，對香港事務說三道

四。2004年6月30日，彭定康在雅加達出席一研討會時聲
稱，七一遊行是中央否決普選，「激怒」港人上街。2013
年11月11日，彭定康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時聲稱「香
港唯一欠缺的，是普選政府的權利，而香港終有一天會有
這權利，任何人若嘗試阻擋，是白費力氣。」2014年9月3
日，彭定康在英國《金融時報》網站發表題為《英國有責

任為香港發聲》的文章，高調「指點」香港的內部事務，
聲稱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損害
香港司法獨立」，他「感到」有必要站出來說話云云。

去年5月，美國國會一個委員會以「香港回歸20年」為
題舉行聽證會。「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民主黨創黨
主席李柱銘，及銅鑼灣書店前店長林榮基獲邀出席發言。
身處倫敦的彭定康透過視像直播參與發言聲稱，香港高度
自治持續受到侵蝕，他感到遺憾，長此下去中國內地及香
港只會雙輸，又聲稱英國政府過去對香港的情況未有採取
強硬態度，令他感到遺憾，他感到自責亦怪責英國政府，
期望英國政府日後可以多發聲云云。

彭定康今次干預香港事務，攻擊中國外交部要求FCC停
止為「港獨」搭台的行為，性質更為嚴重。彭定康明知
「港獨」是絕對的和清晰的紅線，卻以「言論自由」為幌
子，赤裸裸干預中國主權和事務，聲援「港獨」勢力，必
須受到嚴厲譴責。彭定康以言論自由為「港獨」張目，但
新聞及言論自由有紅線。彭定康敢邀請鼓吹推翻英女王、
暗殺王室成員、分裂聯合王國的人到英國演講嗎？

香港早已經在1997年7月1日回歸中國，彭定康是歷史
的見證者，他心裡十分清楚，自此英國再對香港指手畫腳
就是不識時務。彭定康不甘退出歷史舞台，對香港事務說
三道四、妄加評論，今次又賊喊捉賊，聲稱中國外交部不
應如此介入香港內部事務云云，試圖以此顯示他作為一個
過氣政客的影響力，只能是枉費心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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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雜成軍「撐獨」反對派幕後操縱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及政協副主席梁
振英，先後發聲批評香港外國記者會公然邀
請宣揚「港獨」的「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
浩天作主講嘉賓，在租用的政府物業上為
「港獨」分子提供宣傳平台，行為是挑戰一
國主權和「一國兩制」。

然而，外國記者會一直在詐傻扮懵，以
言論自由之名為「煽獨」行為辯護，更指邀
請陳浩天不代表認同其言論，但他們難以解
釋的是，為什麼政府一準備取締「香港民族
黨」，他們就立即邀請陳浩天作主講嘉賓，
時間上的敏感與巧合，如果這樣也不算是支
持，他們就是當市民都是傻瓜？至於所謂市
值租金問題更不過是故意轉移視線。

其實，在任何國家或地區，外國記者會
的此種行為都是不可能被接受，也是不尊重
駐在國主權的表現，道理根本不在其一邊。
然而，外國記者會至今仍在企硬，為了一個
「雙失」陳浩天不惜自毀公信及聲譽，其動
機實在是耐人尋味。

這邊廂外國記者會仍在死撐，那邊廂一
班自稱獨立的團體和人士，昨日又發動所謂
聯署，批評梁振英和外交部，出言干預外國
記者會邀請陳浩天任講座嘉賓，破壞言論和
新聞自由。聯署發起人劉志雄更指外國記者
會有自由邀請任何嘉賓，批評梁振英在社交
網站評論事件，干預言論自由；中國外交部
出言評論亦是干預香港事務云云。

聯署內容之荒謬已是不值一駁，有趣的
是其聯署人。劉志雄是什麼人? 他是一名政
治上腦的「政治牧師」，過去曾參加區選挑

戰建制派參選人，表面是牧師，實際侍奉的
卻是激進派。再看其他聯署人士，都是一班
激進派的三線人物，名不見經傳，但行為激
進思想偏激，這樣一個拉雜成軍的聯署，毫
無代表性可言，不過是自說自話，丟人現眼
而已。

這個聯署固然是自取其辱，得不到市民
的響應和支持，但值得留意的是，為什麼現
在高調出來「撐獨」的，都是一些激進派三
線人物？反對派大佬去了哪裡？范國威，毛
孟靜，朱凱廸等「自決派」這麼重視「言論
自由」，又到了哪裡去？他們潛水的理由很
簡單，就是知道「港獨」沒有市場，在社會
上人人喊打，更隨時成為他們將來參選時被
DQ的證據。

反對派一方面要包庇「港獨」討好其支
持者，一方面又怕跟車太貼，「車毀人
亡」，所以才要找來一班棄之不可惜的爛頭
卒出來「撐獨」，當作對「港獨派」有所交
代，但要反對派大佬走到前線「撐獨」，卻
是避之則吉。

反「港獨」在香港社會沒有灰色地帶，
但反對派一直在「港獨」問題上左右逢源，
口中說反對「港獨」，實際是在不斷「撐
獨」，甚至為陳浩天發起聲援遊行，但結果
卻是慘淡收場，市民反感，「港獨派」也不
領情，反對派自討沒趣。

所以，這次反對派學乖了，找來一班激
進派拉雜成軍，作為「撐獨」主力，但這也
掩飾不了反對派包庇「港獨」的惡行，最終
左右不是人，有這樣愚蠢的政治定位嗎？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香港加快融入大灣區 減輕貿易戰衝擊

中美貿易戰的持續、升
級，對香港的損傷不容低
估。中美兩頭「大象」角力
打架，夾在中間的香港要不
受傷也難。傷害可以來自多
方面：一是被特朗普課以高
關稅的中國產品，香港也有

同類產品銷美，因此算是池魚之殃，例如
太陽能產品；二是港商在內地有投資設
廠，出口直接受影響，在香港的母公司因
而受影響。此外，就是「間接衝擊」，包
括香港企業在內地生產、出口美國的半成
品、機具設備等。雖然中國不希望打貿易
戰，以免兩敗俱傷，但中美倘真的爆發大
規模貿易戰，肯定是一場硬仗，香港要及
早「綁好安全帶」。

貿易戰影響香港進出口貿易
香港工業總會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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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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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都將給港商帶來重大損失。

貿易戰令香港輸美訂單減少，海運生意也
大受影響。目前，香港貨櫃業已轉入低潮，
據早前公佈的今年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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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亦是全球首六
位貨櫃港中，吞吐量唯一下跌的港口。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
四大傳統行業包括金融服務、旅遊、貿易
及物流、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難免會
受到中美貿易戰的波及。根據貿發局今年1

月發佈的數字，美國是香港第二大出口市
場，僅次於內地。香港對美國的出口總額
於2016年下跌5%至415億美元，2017年首
10個月為348億美元，按年微升0.4%，來
自美國的進口總額也按年升4%至221億美
元。香港對美出口總值中 95%是轉口貿
易，其中大部分產品來自內地，中美貿易
戰一旦開打，香港的進出口貿易當然大受
影響。

大灣區助推香港更好發展
要應對中美貿易戰的衝擊，香港除了要

穩定本港的物價、樓價、股市和金融市場
外，更要加快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以
減輕中美貿易戰對本港經濟的負面影響。
過去30多年的時間，香港作為國家走向世
界的窗口和橋樑，為國家經濟騰飛作出巨
大貢獻，同時也締造了香港今天的繁榮。
香港應該加快與大灣區的融合，釋放自身
巨大潛力，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把握新機
遇，為國家新一輪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粵港澳大灣區是世界第四大灣區，是國
家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和參與全球競爭的重
要平台。2016年，粵港澳大灣區經濟規模
為1.4萬億美元，佔全國的12%（包含港
澳），擁有香港和澳門兩個自由港，深
圳、珠海兩個經濟特區，有南沙、橫琴和
前海蛇口3個自貿試驗區，形成了自由港、
自貿區、經濟特區等多重經濟體的疊加優
勢，將成為「一帶一路」的主力引擎。隨
着國家「一帶一路」建設、全球化進程的
不斷推進以及粵港澳大灣區政策優勢的持
續顯現，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水平必將邁
上新台階，香港也必然在融入大灣區的過
程中得到更好更快的發展。

蔡毅 太平紳士 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長

共飲一江水 金門演繹「兩岸一家親」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特朗普經貿政策「機關算盡」，但並未達到預期效果。
一是通過大規模減稅政策實現美國經濟增長；二是通過大規

模財政擴張實現美國再偉大；三是通過對所有貿易夥伴的貿易摩
擦解決貿易不平衡，即減少美國對貿易夥伴的貿易逆差。超過萬
億美元的減稅政策給美國經濟注入了活力，第二季度的美國經濟
增長高達4.1%。大規模基礎設施計劃還停留在紙上，美國再偉
大的藍圖還是紙上談兵。至於貿易摩擦，特朗普卻是打得不亦樂
乎。

美貿易逆差擴大凸顯貿易戰錯誤
從中國到歐盟，從日本到加拿大，美國對主要貿易夥伴的貿易

摩擦一直沒有停歇。對於美國啟動的鋼鋁關稅制裁，歐盟和加拿
大已經開始報復，並且導致美國製造業（如哈利摩托）出走。雖
然美國和歐盟開始達成貿易磋商的初步共識，但是要想美歐貿易
摩擦息戰，還有漫長之路要走。中美貿易摩擦愈演愈烈，繼美國
對華340億美元商品實施加徵關稅後，美國7日宣佈對160億美
元的商品加徵25%的關稅，對此，中國堅決反制，於8日宣佈決
定對160億美元自美進口產品加徵25%的關稅，並與美方同步實
施。美國發動貿易戰，主要是因為美國對貿易夥伴的貿易逆差太
高，希望通過加徵關稅增加進口成本，實現美國對貿易夥伴的再
平衡。

結果如何呢？ 據美國商務部公佈的最新數據，今年上半年，
美國貿易逆差達到2,912億美元，同比增加7.2%。具體國家來
看，美國6月與中國貿易逆差較前月增長0.5%，達到335億美
元；與墨西哥貿易逆差增長10.5%，達到74億美元；與加拿大
貿易逆差大幅增長39.7%，達到20億美元。市場估計全年貿易
赤字將創自從2008年來最高紀錄。

美國貿易戰不僅未能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反而讓貿易逆差擴
大了，凸顯美國對貿易夥伴發動的貿易戰是錯誤的。正如《華盛頓
郵報》所論，貿易逆差不是問題，特朗普卻挑起貿易爭端，只能說
明特朗普的政策出了問題。而且，該報也認為，特朗普的減稅政

策讓美國人有能力購買更多商品，這和特朗普加徵關稅的政策也
形成了衝突。政策矛盾混亂，是特朗普政府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美貿易戰引發了國內外反彈
雖然特朗普政府不會承認自己的失誤，但是美國國內對特朗普

從政治和經貿兩個方面加大了反制。一方面，包括共和黨在內的
資深政客都認為特朗普親俄行為「可恥」。更重要的是，經貿層
面，參議院更通過了法案，決定降低1,600多種商品關稅，只要
和眾議院通過的減稅法案達成共識，特朗普簽署之後就會成為法
律。引人關注的是，這1,600多種商品中，有相當部分是來自中
國的進口商品。美國國會用實際行動「打臉」特朗普對中國的貿
易戰。

出口中國的大豆遭關稅報復，也迫使特朗普政府動用100多億
美元財政補貼農民。這在美國也引發了爭議，即使美國豆農也認
為這是不可持續的救急之策。

因此，特朗普在全球範圍內挑起貿易戰，不僅無助於解決美
國的貿易不平衡，而且引發了國內外的反彈。面對內外交困，
特朗普一方面收縮貿易摩擦戰場 ，另一方面也以美國經濟數據
好轉來證明自己的政績。前者固然能夠緩解美國在全球的貿易
壓力，但是美歐貿易共識很難得到落實。因為歐盟不是一個國
家，而是主權國家共同體。容克不是歐盟元首，而是28國推出
來的形式上的代言人。他不敢對美國有實際承諾，即使有承諾
到了歐盟也是一句空話。法國總統馬克龍就堅決反對歐盟對美
開放農業市場，認為只有美國放棄對歐盟的鋼鋁加徵關稅，美
歐才可以進行談判。

至於美國經濟第二季度4.1%的增長，能否持續存疑，機構認
為美國經濟處在2%-3%的水平才是正常的。更重要的是，美國
經濟走好，會擴大美國民眾的消費需求，進口會更大。而美國出
口在貿易摩擦下充滿不確定性，因此會有更多貿易逆差。

特朗普「機關算盡」，卻導致貿易逆差越來越多。顯然，美國
挑起的貿易戰是不可持續的。

特朗普「機關算盡」難破逆差迷局
張敬偉

■■福建向金門供水工程實現正式通水福建向金門供水工程實現正式通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