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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暫休貿戰 歐股升逾2%

全球股市向好 美股高開400點
中美元首就貿易戰休戰達成共識，刺激昨日全球股市上揚，

日本和韓國股市分別升1%和1.7%，歐洲股市亦全面造好，對

中美貿易爭端最為敏感的德國股市昨日中段大升逾2%，其中一

眾在美國設廠的德國汽車製造商升幅最勁。美國股市亦大幅攀

升，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昨日高開超過400點。分析指出，雖然

投資者都明白今次中美只是暫時休兵，未來3個月的談判才見真

章，但在持續數月的貿易爭端中，今次仍是難得的好消息。

道指昨日早段報25,945點，升407點；標
準普爾500指數報2,798點，升38點；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7,466點，升135點。美
國總統特朗普前日在twitter宣稱中國同意減少
進口美國汽車關稅，多家汽車生產商升幅顯
著，其中電動車廠Tesla升2.72%，早前宣佈
大裁員和美加5廠停產的通用汽車則升4%。

德主要車廠股價大升逾7%
歐洲股市亦全線上升，其中德國DAX指數

中段報11,508點，升251點；法國CAC指數
報5,065點，升61點；英國富時100指數則報
7,099點，升119點。德國主要車廠股價大升

逾7%，其中寶馬最多升7.3%，創3年多以來
最大單日升幅，戴姆勒亦升7.5%，福士曾最
多升過5%。
中美休戰緩和商品市場憂慮，加上俄羅斯
總統普京表示，他與沙特阿拉伯王儲穆罕默
德在二十國集團峰會(G20)上，同意延長兩國
限制產量的協議，令油價回穩，紐約油價昨
日升5%，報每桶53美元，布蘭特期油則升
4.5%，報每桶62美元。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上周的講話被指向市場

「放鴿」，刺激美股上周三單日大升逾600
點，鮑威爾本周將到國會出席聽證會，市場
關注貿易戰休戰和股市反彈會否影響聯儲局

對息口走勢的看法。

投資者對後市未敢樂觀
不過投資者對後市不敢太過樂觀。Colum-

bia Threadneedle Investments投資組合經理利
特芬表示，貿易戰休戰暫時解除了最壞情況
的憂慮，對美股而言是正面消息，但對於舉
行重要貿易談判而言，3個月只是很短時間，
加上全球經濟增長有放緩跡象，相信投資者
的興奮不會持續太久。Briefing.com分析員奧
黑爾更指，休戰只是將更難的問題往後推，
認為當前升市只是市場反應過度。

■綜合報道

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峰會舉行
前3天，卡塔爾昨日突然宣佈將於
明年1月退出OPEC，立即引起外
界猜測與去年沙特阿拉伯的杯葛風
波有關，不過卡塔爾能源部長卡比
表示，由於當地主要生產液化天然
氣(LNG)，石油產業潛力有限，因
此退群只是基於現實考慮。卡塔爾
於1961年加入OPEC，但產油量在
15個成員國中僅排第11，故消息未
有對油價構成明顯影響，不過分析
則關注今次會否進一步損害油組團
結。

專注天然氣產業
作為OPEC龍頭的沙特牽頭周邊

國家與卡塔爾斷交，卡比否認這是
卡塔爾退出OPEC的原因。他表
示，卡塔爾希望藉此調整策略，專

注發展天然氣產業。卡塔爾上月產
油量只有約60萬桶，相反每年則出
產多達7,700萬噸LNG，是全球第3
大LNG生產國和最大出口國，該國
更計劃在 2024 年前增產至 1.1 億
噸。
近年OPEC對國際油價的影響力

大不如前，主要由於非油組成員國
的俄羅斯和美國產量大增，油組的
增產或減產決定若缺乏俄羅斯參
與，效力便會大大減少，油組會議
甚至已經變成沙特與俄羅斯之間的
雙邊會談。
過往曾經 3 次有成員國退出

OPEC，其中厄瓜多爾和加蓬分別
於1992年和1995年退出，2007年
和2016年重新加入，印尼則因為成
為石油淨進口國，2016年退出。

■綜合報道

美國總統特朗普7月與歐盟委員
會主席容克達成共識，同意在貿易
談判期間暫緩加徵關稅，但特朗普
近期表示，仍有意向進口歐盟汽車
徵收高達25%的關稅。法新社引述
消息人士報道，德國三大車廠寶
馬、戴姆勒和福士的高層今日會前
往白宮，與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和貿
易代表萊特希澤會談，希望游說華
府不要向入口汽車加徵關稅。
福士行政總裁迪斯和戴姆勒行政

總裁蔡澈估計會出席在白宮的會
議，尚未知寶馬行政總裁克呂格爾
是否赴會。美國商務部正研究是否
向入口汽車加徵關稅，即將完成相

關報告。歐盟貿易專員馬爾姆斯特
倫上周警告，倘若美國向入口汽車
加徵關稅，歐盟將即時採取報復措
施。 ■法新社

卡塔爾「退群」
損OPEC團結

德三大車廠高層
赴白宮商免加徵關稅

中美元首會談後，白宮表示中方同意
恢復進口美國農產品，消息刺激美國農產
品價格攀升。當地明年1月交付的大豆期
貨昨日升3.2%，報每3/4蒲式耳9.23美
元，達8月以來高位。粟米和小麥期貨價
格同樣上升，3月交付的粟米期貨升
2%，報每1/4蒲式耳3.85美元。
在美國主要大豆產地伊利諾伊州，由
於中國因應美國加徵關稅，向美國大豆徵
收報復性關稅後，即使今年迎來豐收，農
民亦只能將農作物放入倉庫。今次中美休

戰，不少農民均期望可以回復常態。伊利
諾伊州大豆協會市場發展總監艾伯森稱，
現時正是中國往常進口美國大豆的時期，
強調關稅正影響農民生計，「我們需要真
正見到產品售出」。
艾奧瓦州大豆農民希斯多爾弗直言，

白宮的聲明是農民在大豆價格、出貨量連
月下跌後首次迎來的好消息，他強調中國
是美國大豆出口不可或缺的市場，認為假
如中美兩國最終可以達成長期貿易協議，
將對行業非常有利。 ■綜合報道

中美貿易戰休戰，刺激金價昨日造好，現貨金
報每盎司1,225.67美元，升0.3%，美元匯價受
壓，美匯指數跌0.36%至96.92。
證券公司萬達亞太區交易主管英尼斯指，相信

美元受壓帶動金價上升，但目前投資者情緒仍傾
向作高風險投資，令金價升幅未顯著。
澳洲國民銀行外匯策略師卡特里爾分析，休戰

消息令資金轉向風險較高的澳元或紐元。澳元及
紐元匯價昨日分別升0.75%及0.5%，作為避險工
具的日圓則跌至每美元兌113.45日圓。

■綜合報道

美大豆價格大升 美匯受壓 金價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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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連鎖店Body Express三間分店
突然全部停業，約有200名預繳了款項
的顧客擔心血本無歸。事件再次暴露本
港對預繳式消費的監管不足，令消費者
受損。社會輿論和消委會長期建議當局
加強監管預繳式消費，包括設立冷靜
期，徵收印花稅等，政府必須盡快介入
事件，追查資金流向，並從速研究立例
規管，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Body Express 分店在毫無預警下停
業，連職員都無法聯絡上老闆，已預繳
大筆款項的消費者更擔心「渣都無」。
港人對類似事件並不陌生。2016年的
「加州健身」，2011年的 Living Yo-
ga，2009年的THE SPA等，都是同類
突然結業案例，令不少顧客蒙受巨額損
失，但事件最終不了了之。

因為在現行法例下，消費者簽訂預繳
式消費合約，屬無抵押債權人，一旦有
關商戶倒閉，這些債務毫無保障。尤其
在健身、美容等行業，更是預繳式消費
爆煲的「重災區」。上月消委會強烈譴
責凱詩美容，其主要不良手法正是以高
壓或脅迫手段，迫使消費者簽下大額合
約。對於預繳式消費的不良銷售手法，
本港輿論和消委會早已提出多項加強監
管的建議。

最多人建議的方式，是設立消費冷靜
期，讓消費者可以在限期內無條件取消

合約。政府對此亦作過積極回應，並表
示會展開公眾諮詢，可惜至今未有定
案，政府「嘆慢板」的理由，是認為設
立冷靜期影響消費者和商戶締結買賣合
約的自由，需有充分而合理的理據才能
介入。預繳式消費爆煲事件層出不窮，
受害的是消費者，政府顯然不能再以
「市場自由」為名拖延不決，必須堵塞
業界經營漏洞。

除了設立冷靜期，亦有很多途徑可
規管預繳式消費。例如美國和澳洲等
地，就限制預繳式消費合約的年期或
最高金額；又可效法旅遊業向消費者
徵收印花稅的辦法，規定把預繳款項
放入獨立的第三者戶口，以便監管；
亦有專家建議，建立信用監管、行業
連帶擔保等制度。革除預繳式消費的
流弊，方法多種多樣，關鍵是政府主
動作為，借鑒本港或外地成熟的監管
制度，杜絕不良經營手法，以免消費
者的權益一再受損。

另一方面，消費者也應在眾多預繳式
消費陷阱事件中吸取教訓，作任何大額
的預繳式消費前，應衡量自身實際需要
及財政狀況，不要輕易選擇預繳服務。
立例規管預繳式消費符合公眾期望，既
可保障消費者權益，遏止銷售歪風蔓
延，亦有助業界長遠健康發展，讓商戶
和消費者達至雙贏。

參選鄉郊代表選舉的朱凱廸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無效。
朱凱廸昨日指稱，前年參選立法會換屆選舉已獲政府確
認，今次選舉主任的決定不合理；反對派亦開記者會聲
稱，政府剝奪政治權利，亦損害香港言論自由及新聞自
由。朱凱廸長期在「港獨」、「自決」問題上踩紅線，以
模棱兩可的手法支持鼓吹「港獨」、「自決」，如今被選
舉主任DQ，顯示政府嚴正執法，對以各種面目出現的
「港獨」零容忍。朱凱廸不願亦不敢正面回答是否支持
「港獨」，反而扭曲政府DQ的決定，暴露其企圖轉移視
野，掩飾「港獨」本質。反對派替朱凱廸撐腰，再次顯示
他們在大是大非問題上顛倒黑白，站在主流民意和香港整
體利益的對立面，難免進一步被民意唾棄。

香港特區《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24條規定，鄉郊代
表的候選人要簽署聲明，表明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
區；選管會今年10月15日發表的鄉郊代表選舉活動指
引，亦引入確認書的做法，確保候選人擁護基本法、效忠
香港特區。從法理說，鄉郊代表候選人鼓吹「港獨」、
「自決」而被DQ，完全依法有據，政府並無任意搬龍
門、劃紅線。

朱凱廸鼓吹「港獨」、「自決」而被DQ，咎由自取，
但他振振有詞狡辯，自己兩年前成功參選立法會並通過宣
誓，今次卻無法參選鄉郊代表，指政府明顯是在未經諮詢
及立法程序下，單方面改變準則。對此，有資深法律界人
士用了兩個例子，生動地解答了朱凱廸的明知故問。湯家
驊分別以「衝紅燈」和「打劫」為例，指有人第一次衝紅
燈、打劫，警方未有拘捕；但第二次衝紅燈、打劫，難道
警方就不能拘捕？警方嚴正執法，豈能被視為「搬龍
門」？朱凱廸自認立場一貫，支持「港獨」、「自決」證
據確鑿，早應面對法律後果，以前未被DQ，不等於永遠

不能被DQ。
朱凱廸從未停止鼓吹「港獨」、「自決」，直到此次參

選，回答選舉主任有關問題以澄清政治立場時，他一方面
聲稱自己不支持「港獨」，另一方面指「和平主張『港
獨』是港人受《基本法》保障的權利」，明顯在扭曲基本
法。被DQ後，他又指控政府的決定，「不但自己不能主
張或支持『港獨』，更要反對其他人主張或支持『港
獨』，才能免於被剝奪政治權利」。

事實是，選舉主任兩度查問朱凱廸是否提倡或支持「港
獨」為自決選項，但他均無正面回答，只是將焦點轉移至
討論他對別人行為和立場的觀點。對「港獨」必須零容
忍、零空間，更何況參選公職人員。朱凱廸顧左右而言
他，更胡言「和平主張『港獨』」是權利，被定性為「隱
晦支持『港獨』」絕對正確。不論朱凱廸如何狡辯，再怎
麼抹黑選舉主任的決定，都掩飾不了隱性「港獨」的本
質，被DQ合法合情合理。

「港獨」對香港意味着災難，港人深惡痛絕。但是，在
DQ朱凱廸問題上，反對派又一次只問立場、不問是非，
與主流民意背道而馳， 形容事件是「開民主倒車、操控選
舉，威嚇本地群體」，又搬出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袒護朱
凱廸。從梁頌恒、游蕙禎辱國辱族宣誓，到陳浩天和FCC
互相勾結鼓吹「港獨」，反對派都拿言論自由、新聞自由
作為「港獨」的擋箭牌，污名化政府依法遏止「港獨」，
企圖誤導公眾，混淆是非，為「港獨」張目。

建制派有人提出，促請政府褫奪朱凱廸的立法會議員資
格，這代表了主流民意反「港獨」的合理訴求，目的就是
要讓所有建制架構成員明白，「港獨」是不可觸碰的紅
線，不存在可以討論的灰色地帶，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不
是「港獨」的遮羞布，不要玷污了言論自由、新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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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繳消費陷阱多 加強監管莫遲疑DQ朱凱廸參選村代表資格 嚴正執法遏止「港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