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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9 月美國
股 市 創 歷 史 新

高，美國總統特朗普很高興地
說，美國打贏了中美貿易戰，證
據就是美國股市創新高、中國股
市創新低。
但3個月過後，美國股市創下2018年的新

低點。為什麽？理由是美國聯邦儲備局出乎市
場意料之外地加息，而且說2019年仍然要加
息2次。另外，美國正式向價值2,000億美元
的中國產品徵收10%關稅；之前，美國已經
向600億美元的另一批中國產品徵收25%關
稅，中美貿易戰升級。
中美貿易戰再加上加息，不但令美國股市下

跌，全世界股市也下跌。很快地，美國經濟也
開始向下滑。
2017年12月，中共中央經濟會議為2018

年經濟工作定調，做了「去槓桿」的決定，
決定收緊銀根，以防股市樓市出現泡沫。結
果，2018年在銀根緊縮及中美貿易戰的影
響之下，內地經濟增長放緩，香港也受影
響。
加息預期、中美貿易戰、再加上內地「去槓

桿」三大壓力在進入2019年之後出現轉機。
首先是2018年12月，中共中央經濟會議為

2019年經濟工作定調，主調是維持「六穩」即
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
穩預期。「六穩」是中國準備「打硬仗」，與
美國進行貿易談判的重要籌碼。接下來，在全
國人大會議時，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就
馬上提出減稅降費達2萬億元人民幣的政策。
實際上，內地A股及香港股市已經在今年1月
開始上升，「六穩」政策帶來新希望。
3月20日，美國聯邦儲備局議息會議結束，

沒有再加息。不但不加息，在會議後，聯邦儲
備局更發表公告聲稱，預期2019年全年都不
會加息。這超乎市場預期。市場只是預期3月
20日不會加息，未來加不加息仍在觀望。現
在聯邦儲備局預先告知全世界今年不加息，改
變投資者的預期，目的當然是為了挽救美國正
在迅速下滑的經濟。
去年8月，香港樓市見頂回落。特區政府賣

地招標價格下跌，還有一些流標個案。特區政
府收入下降，今年財政預算案「派糖」也少
了，香港經濟有風雨欲來的感覺。因此，美國
不加息對香港而言，自然是好消息。現在，唯
一的不明朗因素就是中美貿易戰。
本來，特朗普打算在今年1月1日開始向原

本徵收 10%關稅的中國產品加徵關稅至
25%。後來，特朗普與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阿
根廷會面之後，加徵關稅日期改為3月1日，
最新情況可能無限期延期。因此，大家可以更
樂觀地等待中美貿易協議的簽署。

曾淵滄 博士

前理大碩士生何俊謙禁錮及出言侮辱師長，
被開除學籍及終身不會被理大取錄，裁決合理
合宜。讓人感到詫異的是，這位自稱曾任職多
年教師，並立志當護士的青年人，犯了錯還執
迷不悟，近日還振振有詞為自己辯解，只聲稱
自己不夠體面、一時粗魯云云。死不認錯，實
在教人不齒。如斯素質的「碩士生」，品格低
劣，讓人感到憤恨的是，究竟他是何以為人師
表，如何育人？

而從最近傳出的片段可見，原來此人早有前
科，到處惹是生非，例如在地鐵車廂見有疑似
內地旅客，即加以挑釁，甚至羞辱，還洋洋得
意自拍影片，放在互聯網上。此人恐怖之處，
不光是不知悔改，而是那種對別人，甚至毫不
認識的人充滿歧視與仇恨，還要佯作正義。他
的思想滿是歪理和錯誤價值觀。在外國，這種
人或會淪為「種族主義分子」，更甚的是他仇
視的竟是「中國人」，難道他不是中國人？
試問，以他的性格，如果給他當上護士或護

理員的話，要他照顧新移民的病患，他會如何
對待？不瞅不睬，還是惡言相向？筆者憂慮，
最後會否出現醫療事故呢？如此推測，並非無
據，醫護人員極需愛心，更需有極高的道德水
平，而且要在沉重的工作壓力下保持專業水
準，何氏連一點「同理心」也沒有，見到坐輪
椅的疑似「新移民」也可狙擊追趕，肆無忌憚
地舉機拍攝，他缺乏了人皆有的「惻隱之
心」。
如是，理工大學校董會作出正確和果斷的裁

決。報載，何氏擬報考另一所大學的護理課
程，眾所周知，大學錄取學生，除了成績，還
該考慮「個人性向」，以他暴戾的性格而論，
當上醫護人員，惟恐貽害病患，於社會無益，
誠盼有關學府不予取錄。就筆者多年的教育經
驗所見，何氏可能有反社會的人格，理應接受
輔導，甚至治療。

沉寂一時的「香港眾志」，近期再搞事，衝
入政府總部在前，在立法會公聽會上又衝擊主
席台。他們為了出位，機關算盡，真是無所不
用其極。慶幸的是，他們的舉措，傳媒已較少
報道。部分青年愈來愈欠缺守法循規的概念，
一是性格使然，但更大的原因可能是背後給某
些人操弄，作為政治棋子，製造事端，挑動社
會情緒。「香港眾志」見「港獨」、「自決」
議題已沒市場，領頭人參選無望，便故意製造
話題，博同情博捐款。但其身不正，欲成為議
員，真是貽笑大方。

無論「香港眾志」，還是何俊謙，我們要警
惕他們被一些媒體利用，被捧為「英雄」和
「受害者」，在社會上製造挑起爭端，惟恐天
下不亂。筆者奉勸青年人應潔身自愛，勿以違
法暴力博取關注，如何俊謙之流浪費青春。試
問，會有僱主願意聘請一個滋事分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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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灣區建設「唱主角」被規劃論可休矣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日前在全國兩會精神宣講分享會上說，香港是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中的「主場」和「主角」，是大灣區規劃的參與者、制定者及實施者，不是被規

劃，而是被重視、被關懷。王主任的講話一針見血點出了香港在大灣區發展的角色

和前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不但廣泛吸取香港各界的意見，而且更在

規劃上充分發揚香港的優勢，將香港定位為中心城市，充分凸顯對香港的重視。在

大灣區建設中，香港不是局外人，而是主人家，不是被規劃，而是「唱主角」，扮

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香港也可從中開拓巨大機遇。王主任的宣講讓港人更加清楚

看到香港在大灣區的優勢和定位，有力地反駁了別有用心者散播的被規劃被邊緣化

論，發揮了一錘定音的輿論效果。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早前公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為香港投入國家發展
指明路向，掃除路障，更為香港提
供了巨大的發展機遇，讓廣大市民
都可以享受到政策紅利。今年全國
兩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更成為代

表委員的一個「熱議話題」。然而，在香港社會，
卻有一些人不斷散播各種陰謀論，一方面是指大灣
區發展將會「蠶食」「一國兩制」，另一方面又抹
黑香港在大灣區建設中將會不斷被矮化，競爭力不
斷被削弱，因而鼓動市民要抗拒大灣區建設。

大灣區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體現
對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會損害「一國兩制」，

王主任在宣講會上明確指出，只要我們堅守「一
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就一定能牢牢把握
機遇、找準商機，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實現香港

自身更好地發展。這正正點出了問題的重點，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投入大建

設，不但不會損害「一國兩制」，更
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一大

體現，關鍵是要堅守「一
國」之本，善用「兩

制」之利。

必須指出的是，「一國兩制」是香港投入大灣區
建設的最大制度優勢。《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基本原則之一，就是「『一國兩制』，依法辦
事」「尊崇法治，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粵港澳大灣區與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波士頓灣
區以及其他灣區最大的不同，在於港澳實行「一國
兩制」，「一國兩制」在大灣區建設上既是一種差
別，也是一種優勢，為三個獨立關稅區與國際市場
對接提供了制度上的靈活和優勢。同時，在「一國
兩制」之下，特別行政區、經濟特區、自由貿易試
驗區的經濟效益可以在大灣區內疊加產生化學反
應，為大灣區激發更大的經濟潛力，這也是其他灣
區難以企及的制度優勢。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不是削弱這個優勢，而是要發揮和加強這個優勢。

勿糾纏政爭錯失時機
至於所謂被規劃、被邊緣化論更是捕風捉影之

說。正如王主任所說，「香港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中的『主場』和『主角』」，「而特首林鄭月娥有
很多提議也都被中央接納的。」確實，在《規劃綱
要》起草過程中，特區政府一直積極參與草擬過
程，《規劃綱要》文本吸納不少特區政府的意見，
而林鄭特首本身就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成
員，更親身參與規劃制訂。這份綱要匯聚各方的意
見和智慧，香港怎可能沒有參與其中？怎可能存在
被規劃的問題？

恰恰相反，香港在大灣區發展中不但沒有被規
劃，更是以主人家的角色參與其中。《規劃綱
要》將香港與澳門、廣州和深圳定位為大灣區的
中心城市，香港主要負責鞏固國際金融、航運貿
易中心及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同時向推動金
融、商貿、物流及專業服務發展。這些都是大灣
區重點發展的範疇，香港將可大展身手，也說明
中央重視香港在這些範疇上的不可替代優勢，這
樣的規劃佈局怎可能將香港邊緣化？一些人在社
會上散播種種不符事實的謠言，完全經不起事實
的推敲，不過企圖誤導市民，干擾香港投入大灣
區發展。
王主任在宣講會上寄語香港社會應該避免陷於

「被規劃」之類的泛政治化爭論。值得社會各界深
思，大灣區發展時不我待，各市已經全面推進各項
配合政策，務求近水樓台先得月，香港雖然擁有優
勢，但也不能以守株待兔的心態參與規劃，當前首
要是丟棄各種被規劃論、被邊緣化論、損害「一
國兩制」論等無謂爭拗，集中精力、集思廣
益投入大灣區發展大局，特區政府及社會
各界都應培養、樹立規劃意識，因應
綱要研究具體執行方案，將規劃
綱要落實好，抓緊大灣區
紅利，不要錯失
時機。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身兼全國人大
代表、全國政協委員職務的23位香

港潮州商會成員出席兩會，他們發揮香港潮籍人士
愛國愛港的優良傳統，向大會提交人大議案和政協
提案，並就政府工作報告等事項提出意見，為中央
政府積極建言獻策。身為商界中人及社團首長，本
人亦十分留意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對粵港澳大灣區
和新制定的《外商投資法》的建議和評論，相信伴
隨着相關的政策法規陸續公佈實施，香港將迎來新
的發展機遇。
2月18日，中央政府公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綱要》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今年的政
府工作報告提出，支持港澳抓住共建「一帶一路」
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機遇，更好發揮自身優
勢，全面深化與內地互利合作。作為國家主席習近
平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戰略，粵
港澳大灣區具有「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獨立

關稅區、三種貨幣」等多個獨特之處。因此，粵
港澳三地做好銜接、明確分工，確保人員和貨物
往來便利十分重要。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強調，
做好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促進
規則銜接，推動生產要素流動和人員往來便利
化。報告中關於大灣區的論述鼓舞人心，對大灣
區現階段要落實的目標十分清晰，這些都充分說
明中央十分重視粵港澳大灣區，有決心、有信心
做好大灣區各項建設。
今年新制定的《外商投資法》也是一大亮點。

《外商投資法》整合原有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
法」、「外資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
法」，為境外投資者進入中國內地投資提供更周全
的法律保障，然而《外商投資法》沒有明文規定
港、澳、台資適用該法，這也引起香港企業者擔
心。針對這一問題，李克強總理在記者會上也明確
表示，港澳台投資是可以參照、或者比照適用《外
商投資法》，長期以來行之有效的一些制度安排和

實際做法還要繼續沿用，不僅不會影響，而且會有
利於吸引港澳台的投資。總理的一席話，相信不僅
能打消香港投資者的顧慮，而且增強對投資內地的
信心。香港潮州商會凝聚眾多海內外潮汕籍華僑華
人，他們亦曾向本會反映在內地創業所遭遇到的各
種難題，特別是「新官不理舊賬」最令他們頭疼。
希望新制定的《外商投資法》能夠增強各級政府的
「契約精神」，信守承諾，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
本人亦相信，隨着國家對外開放的程度越來越大，
無論是香港投資者，還是遍佈世界各地的潮汕籍人
士，將進一步發揮自身優勢，為內地的經濟發展添
磚加瓦。
兩會雖已閉幕，但兩會所傳遞的信息和精神，

值得香港各界人士學習、領會、落實。相信在中
央政府和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持下，香港一定能發
揮好自身優勢，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建設，為
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新的更大貢
獻！

學習兩會精神推動香港發展
林宣亮 香港潮州商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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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主席近日對意大利、摩納哥和法國的訪
問之所以受到世界輿論的高度關注，是因為此訪
有力深化中意、中摩和中法的友誼和合作，促進
中歐關係進一步發展。目前，西方國家、特別是
歐盟成員國經濟發展動力不足，消費不暢，急需
尋找新的動力和引擎，中國的「一帶一路」、
「合作共贏」理念為意大利等國家提供共同發展
的極佳平台，為中歐經濟發展提供了新機遇。意
大利強烈盼望加強意中經貿往來，摩納哥希望兩
國有更佳合作發展，法國則期待推動兩國在氣候
變化、多邊主義等領域的合作。
最近幾年，華盛頓一方面顛倒黑白地渲染「中

國威脅論」，肆無忌憚地攻擊中國的「一帶一路」

和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另一方面特朗普
反覆在國際場合赤裸裸聲稱「美國優先」。特朗
普的「優先」言行，充分暴露美國的霸權思維，
讓其喪失道德高地，催化中歐關係更加緊密。
美國有一群盟友過去在處理國際問題時，往往

唯華盛頓是從，很少獨立思考，或者說思考問題時
離不開山姆大叔的陰影，加拿大就是典型。加拿大
盲目聽從美國指揮，拘留華為高層，受到中國反
制。當加拿大求助美國時，美國不僅沒有絲毫的幫
助，反而遵照「美國優先」的原則，趁火打劫，搶
走本來應該屬於加拿大的大批訂單，讓加拿大自討
苦吃。

近日，加拿大扣留多名美國人，罪名是非法捕

撈。特朗普得知後，惱羞成怒，立即宣佈停止與加
拿大的天然氣合作，並聲言要對不尊重美國的人以
不客氣報復。結果加拿大國民紛紛上街遊行，要求
政府改變立場，改善與中國的關係。

美國還向日本、英國、澳大利亞、意大利、印
度等盟友發出了類似的恐嚇。美國副總統彭斯和國
務卿蓬佩奧更赤膊上陣，頻頻敦促盟友禁止華為參
與通信基礎設施的建設。可惜，大多數盟友反應冷
淡，英國認為，「使用華為設備的風險是可控
的」；德國聲稱「向可信任的、遵守國家安全法規
和電信保密規定」的供應商購買5G，將獨立制定
自己的標準。美國拉攏盟友打壓華為、遏止中國崛
起，算盤已難打響。

華府渲染「中國威脅論」已經失效
黃海振

今年4月1日起，內地增值稅率下
調政策開始實施，製造行業的增值稅

稅率由16%降至13%，有助減低製造行業的壓力，
增強企業盈利能力及推動社會消費。根據財政部數據
顯示，今年1月至2月累計的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收入
及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合共39,104億元，同比增
長7%，而當中公共預算收入中的稅收收入佔
35,114億元，同比增長6.6%，而非稅收收入為
3,990億元，同比增長10.8%。以上數據反映中央出
台的政策成效顯著，經濟前景樂觀，開創供給側結構

性改革新局面，達至「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
字的中央政策方針，推進高質量發展。
為響應中央政府減稅政策的實施，很多汽車企

業對汽車銷售提供優惠，並且對豪華汽車價格下
調，降幅4.2萬元至8.5萬元（人民幣）不等，刺
激製造業消費市場。此外，進口製造業產品亦會因
增值稅率的降低而降價，有助進一步全面開放市
場，令中國製造業在全球製造業合作領域變得廣
闊，推動產業競爭力。因此，製造業稅率降低3個
點，可減輕製造企業成本負擔，將降稅所省下的資

金用以企業未來發展和營運，靈活運
用資金進行技術研發及產業鏈升級。
製造業是內地經濟的重要支柱，增值稅率下調

是深化稅收制度改革重要進程，在內地經濟鏈高增
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激發製造產業創新動
力，擴大市場供給，讓企業在經濟發展中得以受
惠，降低整個社會的生產流通成本。長遠來說，降
稅舉措對產業變革創新動力及體制管理帶來正面作
用，可讓中國企業成功在國際走出一條獨特高質量
的無可替代的道路。

增值稅下調增強經濟發展質量
張思穎 民建聯中央委員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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