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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說「逢商必奸、無
奸不商」，但筆者聽聞過、
接觸過不少居民有關不良銷

售的求助，一般也是跟美容及健身服務有
關。所以有個不嚴謹的觀察，就是美容及健
身等兩個行業的害群之馬似乎特別多，消費
者在購買產品或服務的過程中往往處於不利
和較弱勢的位置，港府現時考慮針對此兩個
行業的消費合約設立法定冷靜期，絕非無的
放矢。
事實上，美容及健身服務業的不良銷售情

況可謂「有口皆碑」，苦主眾多，媒體上亦不
時有相關報道。就我所接觸的個案，健身服務的
苦主一般是在街上遭受健身中心職員的攔截，繼
而以免費健身試玩或送贈健身器材等藉口，先被
誘騙到健身中心，繼而帶入房間，再以登記為名
收起苦主的身份證，隨即便派人不斷游說苦主購
買健身會籍，當苦主表示要離開的時候，便會以
不同的理由拖延，例如說登記未完成或需要再等
候上一級的經理來會面等，不斷消磨苦主的意志
和體力，最終導致苦主情願屈從不良健身中心的
要求，購買會籍以獲放行。更不堪的是，購買一
個數千元的健身會籍後，事情往往還未完結，不
良健身中心的職員還會繼續游說，例如表示健身
中心的基本會籍只提供基本服務，不足以改善身
體狀況，然後游說苦主購買更昂貴的健身服
務合約，猶如一個環環相扣的圈套。有位苦
主甚至向我表示，健身中心收起他的身份證
後，便聲稱已替他登記會籍，苦主之後已可
享用健身中心的服務，不付錢也不行。

至於美容院方面，有市民反映過，她看到
廣告上的一次性廉價美容護膚服務後，由於
美容中心在她家附近有分店，便抱着「一次
無妨」的心態去嘗試。她沒想到，會在美容
的過程中不斷被拖延及游說購買更多產品服
務，甚至乎長時間躺在美容床上沒有人協助
清洗臉上的美容液，當有人進來的時候，又
只是繼續游說，令這位市民非常難受。

可能有人會說，香港是個法治社會，非法
禁錮是罪行，傳媒又發達，如有人在被銷售
過程中「無法脫身」大可致電警方求助。但
實際上，我們從媒體上都看到，美容及健身
服務的苦主不少是一些較年輕、涉世未深，
甚至乎有智力或社交障礙的青年人，他們在
受壓的情況下往往會驚惶失措，失卻應變能
力，完全不懂得回應不良美容院及健身中心的壓
迫式銷售，最終選擇屈服就範，不情願地簽訂合
約，事後亦未必敢向家人或朋友傾訴透露。
此外，由於現時的美容及健身合約不一定設
立冷靜期，且難以證明苦主是在非自願或被
迫簽訂合約，故事後亦難以追討損失，即使
報警、向消委會及海關投訴也沒有用。
正正由於美容及健身服務的不良銷售狀況較常

見，故港府才會研究針對此兩個行業的服務消費
合約設定冷靜期，不但加強對弱勢消費者的保
障，更是對不良營銷手法的一種制衡，我認為是
完全有必要的。說實話，我也跟一些經營美容院
及健身中心的朋友談過，他們也同意行業內確實
存在一些害群之馬，嚴重損害行業形象，打擊消
費者信心，影響到一些「正派」的美容院及健身
中心的發展。所以，盡快立法規定美容及健身
服務的消費合約必須設立冷靜期，可謂是踢
走業界害群之馬，重建消費者信心，改善行
業形象，讓美容及健身服務業重拾正軌的必
要舉措！

陳志豪
香港群策匯思副主席

上周六筆者有幸獲邀與一眾
中學生分享改革開放40年，作
為他們在復活節假期前往上海復
旦大學國情研習班的團前會。而

在準備今次的講座中發現了幾個十分有趣的數
據和例子希望與各位讀者分享一下，筆者認
為作為青年人，理應如唐太宗所言：「以史
為鏡，可以知興替。」，掌握國家近40年
復興之路，自然能預測未來發展機遇。
歷史的比較可以是從縱向的自我比較或者

是橫向的與別國比較。在改革開放40年
（1978年-2018年）內，中國的經濟總量
從1978年的0.37萬億至1986年超過1萬
億，2000年突破10萬億至2006年翻了一
番達21.9萬億，4年再翻一番到2010年的
41.3萬億，最後到2017年再翻一番超過80
萬億元人民幣的程度。這40年間以幾年翻
一番的速度，在橫向與其他經濟體比較也是
十分驚人的，與其餘亞洲三小龍（新加坡、
韓國、中國台灣）比較，他們發展最快的
40年的總增長率大概只是20多倍的速度，
對比國家改革開放這40年，我們的增長率
超過57倍。從歷史數據顯示，我們國家在
發展過程中無論是自我比較還是與其他經濟
體比較都是大步邁進。
而從人民生活的例子中，更加可以看得出

其進步之大。從五六十年代的「三大件」只
是手錶、收音機和自行車，到了70年代的
「三轉一響」加入了縫紉機，再到了80年
代的電視、冰箱、洗衣機，90年代的電
腦、空調、錄像機，而步入21世紀，今天
在講座上的學生根本無法想像以前的自行車
在每家每戶居然還算是個「寶貝」。
「將改革進行到底」，就是如何承先啟後

地好好利用之前40年發展所積累下來的經
驗和財富，為未來重大國策的「一帶一路」
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供更有利的空
間。香港不少的老一輩在改革開放初期就一
直為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作為青年人，清
楚認識國家發展之路，才可以好好地為未來
的個人事業發展做好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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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盲反修訂顛倒是非唱衰司法禍港禍民
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出發點是為了堵塞漏洞，彰顯公義完善法律。但反對派政

客卻將修訂政治化、妖魔化，不惜「唱衰」香港司法獨立，民主黨甚至要對特首提出不信

任動議，不但顛倒是非，更是嘩眾取寵，別有用心。主流民意都認同要為受害者討回公

道，目前香港與內地、台灣在移交逃犯上確實存在漏洞，令犯法者得以逃避刑責。政府提

出的修訂已剔除了9項罪類，並且在人權和自由上作出多重保障，加上移交啟動權在律政

司及特首，把關卻在法庭，整個程序法律基礎穩固，不論從民意、公義、法律來看，反對

派的盲反都沒有道理，其唱衰香港司法獨立的言行更對香港禍害深遠，社會各界都應該積

極發聲支持修訂，反駁反對派的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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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日前完成首讀、二讀《逃犯
（修訂）條例草案》，正式啟動
修訂逃犯條例程序，但民主黨卻
批評特首未能維護香港人權、自
由、法制，以及令香港保持經濟
繁榮的核心元素，認為林鄭月娥

是完全失職，不能再出任特首，表示要提出不
信任動議云云。民主黨對特首提出不信任動
議，完全是不講道理、不講是非、不講法律，
一味政治掛帥，將修訂政治化。

上綱上線挑動風波令人失望
這次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出發點是處理一宗港女

在台被謀殺案，當中並不涉及政治，更不會損害香
港的司法制度，相反是對香港司法制度的完善、

強化。民主黨向特首提出不信任動議，不但
毫無道理，更是出於黨同伐異，企圖炒作

政治風波，並非實事求是討論法例，
做法令人失望。

在謀殺案發生後，香港
社會都認為應該將

兇 手 移 交

到台灣受審，以彰顯公義，民主黨及其他反對派政
客都認同要處理有關移交案。然而，當特區政府提
出有關修訂後，反對派的立場卻隨即轉變，全面否
定修訂，更對修訂作出種種陰謀論及上綱上線的攻
擊，甚至連一向較為講理性的民主黨，也指修訂
「對香港人權、自由、法制，以及令香港保持經濟
繁榮的核心元素」造成損害云云，這些指控不但不
符事實，更是故意誤導。

反對派對於修訂糾纏不休，甚至作出各種上綱上
線的抹黑，既是不必要，也是別有用心。移交逃犯
最終須由香港法院把關，若法庭認為有關請求不符
法例要求，即可拒絕，確保個案符合逃犯條例下各
項證據的規定及人權保障。即是說，香港法庭負有
最終把關的權力和責任，再加上特區政府最新的修
訂，反映特區政府對犯人人權的重視，並且在移交
安排作出種種保障，尤其是整個移交程序由法庭把
關，確保程序符合法治和公義。

「唱衰」司法傷害香港辜負港人
然而，為了將修訂污名化、妖魔化，反對派竟公

然貶損、唱衰香港的司法制度。在日前立法會行政
長官質詢時間，朱凱廸就指逃犯條例的修訂會「打
破了『中港兩地』移交的防火牆」，而「每一個

（移交）個案是由你（林鄭月娥）判

斷的」，完全無視法庭的把關作用。而當林鄭強調
在香港做事都是依法辦事，而香港引以為傲的是獨
立的司法制度和獨立的法庭時，毛孟靜隨即大叫
「廢話」。必須指出的是，法治是香港最重要的核
心價值以及賴以成功的基石，反對派政客的信口雌
黃，不但是對香港司法的不尊重，更是對香港法治
的抹黑和詆毀，「唱衰」香港法治基石，損害香港
司法聲譽，傷害香港，辜負港人，理應受到譴責。

林鄭特首提出逃犯條例修訂，符合民心、法
理、道義，並沒有反對道理。然而，反對派不
但反對一個合法合理，具有必要性、迫切性的
修訂，更將修訂政治化、妖魔化、陰謀論，甚至到
外國勾連「台獨」勢力反對修訂，說明反對派目的
不是理性論政，而是有意炒作風波，借此抹黑中
央，製造恐嚇，並且與「台獨」勢力勾肩搭背挑起
風波，現在更對忠於職守的特首提出不信任動
議，完全是無風起浪，上綱上線。反對派政
治凌駕公義和良知，令受害者未能沉冤
得雪，盡顯其冷血涼薄，這樣的
政客還有資格稱為民意代
表嗎？

從山雨欲來風滿樓般中美兩國貿易戰肇始，到黑
雲壓城城欲摧般悲觀的信心瀰散谷底，到中美兩國
貿易談判柳暗花明撥雲見日，這其間最關鍵的一
招，就是元首共識引領。在元首共識引領下，中美
經貿談判「好事近」，雙方當相互尊重彼此關切，
爭取盡快達成貿易協議，籌辦兩國元首峰會進入倒
計時。

元首引領撥正中美合作航向
「合作是中美兩國唯一正確的選擇，我們兩國完

全能夠成為很好的合作夥伴」。整整兩年前，2017
年4月6日至7日，習近平主席在海湖莊園與美國總
統特朗普進行了深入、友好、長時間的會晤。「我
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
中美關係搞壞」，整整兩年前2017年4月7日，習
近平主席這句話正是定海神針，錨定了中美兩個大
國間戰略航向，哪怕太平洋間突然單方策動掀起戲
劇化的驚濤駭浪，每逢關鍵挑戰時刻，正是「歷史
性」的中美元首會晤為太平洋大國撥正協調、合
作、穩定為基調的航向。

2019年開年以來，元首共識引領磋商不斷取得突
破性進展，兩國元首在妥善解決中美經貿摩擦問
題、推動兩國關係健康穩定前行上，始終發揮着關
鍵引領、撥雲見日的作用。正如習近平主席2月15
日會見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和財政部長姆努欽時

所言：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
一，保持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符合兩國人民根
本利益，也是國際社會普遍期待。
迄今為止，中美貿易爭端已經歷時整整一年，劉

鶴副總理率團到訪華盛頓展開第九輪磋商取得重要
成果。在兩國元首共識指引下，雙方已在兩國經貿
協議文本關鍵問題上取得新的實質性進展，這場人
類貿易史上史無前例的「戰爭」進入初步的和平階
段。

元首會晤錨定磋商主航道
中美元首歷史性會晤將中美貿易戰扳回磋商的軌

道。從談判方向到突破性進展，中美兩國元首在雙
方團隊磋商進程，始終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兩國
元首引領正是為中美經貿磋商從深秋到僵冬，直到
今天迎來春日破冰前行注入「原動力」。每次高級
別磋商是在兩國經貿團隊間展開，而元首的指示始
終指引着工作進程，這包括第七輪磋商延期兩天，
包括美方推遲上調中國輸美商品關稅計劃，包括第
八輪磋商後短短數日內劉鶴副總理又帶隊赴華盛頓
談判……最後階段的談判迎來的挑戰更緊迫更艱
難，充滿臨門一腳不可預見的不確定性和突發性，
正基於此，在北京、在華盛頓，兩國元首皆出面分
別會見了談判代表與團隊，這都是「關鍵一招」的
持續體現與發力。

美國當地時間4月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會
見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
鶴。劉鶴首先轉達習近平主席對特朗普總統的誠摯
問候以及致特朗普總統的口信。習近平的口信與特
朗普的當場回應都透露，元首引領有力推動着雙方
磋商的進程，特朗普專門強調並感謝「習主席作出
中方整類列管芬太尼類物質的重要決定」。按照元
首共識指引，雙方談判團隊在經貿協議文本等重要
問題上達成新的共識，並將再接再厲抓緊磋商，盡
早完成經貿協議文本談判。
正如「修昔底德陷阱之父」艾利森所言，中美兩

國間完全可以達到避戰，端看如何解決出招。艾利
森所提到的「修昔底德陷阱」本源框架由「物
質」、「感知」、「政治」三層面構成，觀察中美
經貿爭端一年來的解決歷程，中美「避戰」的關鍵
一招正是「元首引領」，從政治最高層面重視、推
動，到感知層面真誠、坦率、互相尊重，有理有利
有節互動，從而令雙方回歸到中美貿易逆差的實質
的現實，共同推進中美互利共贏的未來。
劉鶴副總理回國後，中美溝通未有停歇，雙

方就中美貿易協議繼續保持電話和視頻聯絡，
圍繞協議文本，啃下硬骨頭；尊重彼此關切，
解決「最後一公里」；不排除不確定性，始終
保持底線警醒，而這一切關鍵仍在於以兩國元
首共識指引積極同向前行。

中美貿戰柳暗花明「元首引領」成關鍵一招
凱 雷

文匯論壇A12

2019年4月9日（星期二）

20192019年年44月月99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19年4月9日（星期二）■責任編輯：楊生華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

粵港澳大灣區是全世界開放程度最
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在國
家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隨

着互聯網的飛速發展和信息量的猛增，大量的色
情、暴力、政治敏感、違法等不良信息夾雜在其
中，嚴重影響着互聯網的健康發展。面對缺乏安全
防護知識和安全意識的青少年，充斥網絡的有害信
息給孩子們帶來對其身心、人生，甚至家庭的巨大
損害。
對此，筆者建議要用法律和人工智能技術來加強

青少年網絡安全建設。
一方面，在法律上，要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直

接從源頭上規範兒童所接觸到的網絡資源，讓未成

年人網絡安全的責任直接劃分到各個相關行業監管
平台。對此，我們可以學習下美國方面立法的案
例，美國法律措施基本分為四個方面：色情內容管
理、娛樂軟件分級、隱私保護和專門機構技術支
持。其中，色情內容管理是重點控制內容。並且針
對遊戲內容，跟影視劇一樣，美國娛樂軟件分級委
員會（簡稱ESRB）制定了分級制度，給所有遊戲
軟件加上分級標識，並對遊戲等娛樂軟件實行分級
管理，幫助家長更好地控制或防止未成年人接觸不
健康的內容。
另一方面，近年來，隨着深度學習理論的突破，

AI領域很多經典的難題都已得到很好的解答，尤其
是計算機視覺領域，已經進入了有史以來最好的時

代。用技術解決青少年網絡安全問
題其實解決方法很簡單，就是加
快研發人工智能處理軟件，讓人工智能代替人
類完成這些複雜枯燥而且有可能會留下心理陰
影的工作，利用業界領先的深度學習技術，針
對行業痛點，致力於學習教育類站點和APP、
社交社區、論壇和遊戲交流區等平台的內容過
濾，隔絕色情、暴力和反動等不良信息，為青
少年打造健康優質的網絡環境。
最後，要開展豐富多樣的青少年兒童網絡安全相

關的活動，以貼近生活的方式，普及網絡安全知識
與科學技術，通過豐富多彩的活動形式對未成年人
進行正確引導。

加強青少年網絡安全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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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有幸參與了近日多場的全國
「兩會」精神宣講分享會，筆者印象
最深刻的是，王志民主任以深入淺出

的方式，分享了「兩會」的重點，特別是與香港有
關的部分。香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積極參與國家
事務是必須的，從港區人大的議案、政協委員提案
及發言的質和量也有提升，足證香港與內地的交往
比過往也更緊密、更頻繁。今年「兩會」精神強調
以民為本，政策及措施的落實均圍繞人民，「圍
繞人民群眾對幸福美好的追求來實踐」，正好提醒

從政者要不忘初心，要以人民幸福為根本，讓老百
姓過好日子。
國家就適應形勢變化，推進新一輪對外開放的需

要而制定外商投資法，是將國家的經濟發展向上再
推上一個台階，國家不斷穩步向前，不斷優化種種
制度，是適時回應了新的需要。同樣，粵港澳大灣
區的規劃落實，帶來香港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正
正發揮香港擁有的「一國兩制」優勢的平台，既把
握好「一國」的發展優勢，亦發揮「兩制」的制度
國際化優勢，可令生產要素進一步更有效益地發

揮。
最後，國家重視創新創業，為青年發展多搭台、

多搭梯，幫助青年解決在學業、就業、創業等多方
面遇到的實際困難和問題，創造有利於青年成就人
生夢想的社會環境。這顯示國家對青年的重視，也
是對扶持青年發展的重要承諾。
最後，筆者呼籲社會各界朋友，特別是香港青

年，要充分了解「兩會」精神，把握國家發展的新
形勢，讓自己的事業發展可以與國家發展緊扣在一
起。

港青應了解把握兩會精神
顏汶羽 青年民建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