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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戰打了一年多，
開始的第一年，中國政府不
但沒有放寬銀根和擴大基建
以救市，去穩定受貿易戰影

響的製造業，相反，去年全年，中國政府
還推行「去槓桿」的收緊銀根的政策，導
致股市大跌。「去槓桿」的政策持續到
2018年年底才改為「六穩」政策。不
過，「六穩」政策推動至今，仍未有實質
的放鬆銀根政策，一直到9月3日，國務
院常務會議，李克強總理才正式提出要及
時全面與定向「降準」，即降低銀行準備
金比例，讓銀行釋放更多的資金到市場。
緊接李克強總理之後，副總理劉鶴也呼籲
要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很明顯的，中國
政府決定「放水」了。
2008年國際金融海嘯，當年10月，時

任總理的溫家寶，公開宣佈中國將動用4
萬億元人民幣搞基建救經濟，很快的，中
國經濟增長加快了，金融海嘯所帶來的災
難解除了。可見，放寬銀根搞基建依然是
處理經濟衰退有效的政策工具，中國在
2008年10月開始中國式的刺激經濟措
施，2009年 3月，美國也開始刺激經
濟，推出「量化寬鬆」政策，大量印鈔票
投入股市、債市。
中美貿易戰打了一年多，中國經濟增長

率也正在放緩。因此，不少人也覺得奇
怪，為什麽中國政府遲遲不出手救經濟，
遲至今日才決定「放水」，今年年初，李
克強總理還多次高調地說中國不搞「大水
漫灌」式的措施救經濟，以冷卻股市、樓
市的炒作。
我認為，這就是「持久戰」的最基本戰

略，中國正在運用許多年前毛澤東發明的
「持久戰」戰略，持久戰講求「持久」，
要持久，就不能浪費「彈藥」，不能過早
放寬銀根，引來炒作、製造泡沫，要準備
更壞更差的情況出現，要準備貿易戰不斷
地升級，中國政府清楚明白，制定關稅是
美國的主權，中國無法干預。不過，關稅
肯定是兩敗俱傷的政策，加徵關稅固然可
以打擊中國的製造業，但是加徵關稅使到
中國產品在美國的零售市場售價提高，加
徵關稅的效果與加徵消費稅沒有多大的分
別，只是消費稅是較全面性而關稅可以是
指定的外國產品。不過，中國產品價廉物
美，佔據美國主要的市場，向中國產品加
徵關稅的效果就接近全面徵收消費稅。
現在，中國先做好自己內部消費的刺激

行動，就是等於告訴美國，中國準備好貿
易戰再升級，只有貿易戰不斷地升級，才
能令美國人明白貿易戰是兩敗俱傷的行
動。當美國人開始知道貿易戰帶給自己的
不是好處，而物價上漲，生活費上升，特
朗普就會擔心選票流失。

曾淵滄 博士

新學年開始第一周，據傳媒報道，仍有
個別學校的學生進行罷課，當中有戴着口
罩的參與人士對記者揚言，如果政府不就
所謂「五大訴求」照單全收，抗爭行動必
不止息。更有受訪的罷課學生聲援涉嫌參
與本星期初暴亂而在巴士被捕的同學，並
着令執法部門釋放有關的學生。另外，早
前傳媒報道，有涉及罷課的中學生竟稱，
「回應民意是政府應該做的事情，而即使
在校遭到紀律處分、記錄缺點等只屬微不
足道。」在這些同學的心目中，竟是所謂
「應該勇於發聲，抗衡政府，如只顧開學
上課，便沒有盡他們視為正義的學子責
任。」
在這種激動的情緒甚或煽惑的氛圍下，

警方最近先後拘捕兩名分別是12歲及13
歲的學童，對於有責任盡力保護學生，讓
校園成為同學的「安全網」和「加油
站」，並免受校外的政治及其他因素干擾
的專業教育工作者而言，出現這些情況是
一個嚴重的警號。
無可置疑，今日的中學生，不少將來會

成為社會的棟樑；但值此之時，他們仍在
接受基礎教育的未成年階段，何來高層次
的能力和識見去就複雜的政治議題作出獨
立和不偏不倚的判斷呢？當他們仍在求取
學問、接受全人教育的年齡卻被捲入激進
的政治立場和行徑，對他們以至整個社會
都是十分不幸和欠缺建設性的。
本財政年度，政府投放於教育的經常性

經費超過900億元，其中大部分用於基礎
教育，這是一個很大的財政承擔，目標只
是希望學生有着更好的全方位學習和健康
的校園生活，絕非用於提供場所和專業人
力，去訓練學生進行政治表態及參與罷課行
動，深信這些並不是大部分家長和社會人士
對在校學子的期望。然而細看過去幾星期的
傳媒報道，一些教育界人士對中學生罷課
一事態度模棱兩可，不願意果斷地說不，
更有受訪人士推說「尊重」學生的決定！
雖然有贊成罷課者指出，參與的中學生

都是出於自發的，但綜觀過去幾天的罷課
行動中，我們不難發現有不少正就讀相關
學校以外的人士到場聲援，何解？有大學
教育學院榮休教授最近提出勸喻，校方應
清晰地告知校友及政客，學校不是政治場
所或滿足學生提出罷課訴求的地方，他們
也必須尊重持不同意見的老師和同學。最
後，大家必須惦記，法治仍然是香港社會
運作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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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釋最大善意促對話 先禮後兵止暴制亂
特首林鄭月娥發表電視講話，提出打破目前香港困局的四項行動，包括正式撤回《逃犯

條例》修訂。特區政府早已宣佈修例工作「壽終正寢」，所謂反修例議題早已不存在，但

考慮到一些市民仍有疑慮，特首正式宣佈撤回修例，並提出多項行動突破當前困局，已經

是最大程度釋出誠意善意。這三個月來，本港經歷着半世紀以來最大的亂局，造成的破壞

陸續浮現，由社會整體到市民個人都付出了沉重代價，期望各界積極回應政府的善意，反

對派更不要得寸進尺，提出不切實際、損害香港法治的要求。同時，政府釋善意不代表止

暴制亂工作就可以暫緩。恰恰相反，暴動行動至今仍未有間斷，這次政府是先禮後兵，如

果暴力繼續升級，特區政府就應採取更果斷措施穩定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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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鄭特首提出四項行動，最受外
界關注的當屬正式撤回修訂《逃犯
條例》，這是反修例風波的核心，
特首正式宣佈撤回修例，並且將走
完法定程序正式將修例終結，等如
是為這場風波畫上句號，顯示特區

政府止暴制亂、促進對話的誠意。但必須指出的
是，撤回修例不代表修例的初心有錯，至於有人
說政府是一再讓步，這種說法也不準確。因為政
府在6月中已經宣佈將修例工作「暫緩」，等如
是停止了所有修例工作，之後更進一步明確修例
工作已經「壽終正寢」，已經等同撤回。現在政
府正式表示撤回，不過是考慮到一些市民對此仍
然有疑慮，所以才進一步說明，以免讓別有用心
者繼續炒作。

釋出最大善意「五大訴求」不合理
林鄭特首這次提出的四項行動，已經

是最大程度釋出誠意善意，也具有
很強的針對性，切實回應了市

民的訴求，包括大力支持
監警會工作，加

強監警會

認受性；積極落區接觸市民、聆聽民意，以至邀請
專家學者就社會深層次問題進行研究，並且作出改
善等，這些都是不少社會人士的訴求，這次政府提
出的四項行動，顯示特區政府將會更加注重聽取民
意、回應民意，令政府施政更加貼近民意，值得社
會支持和理解。

這三個月來，本港經歷着半世紀以來最大的亂
局，造成的破壞陸續浮現，由社會整體到市民個人
都付出了沉重代價，各界都希望動亂早日平息，通
過對話來尋找出路是最符合香港整體利益的做法。
現在特區政府已經釋出最大善意，反對派以及示威
者應該予以積極回應，讓社會早日回復正軌，讓各
界可以把精力放在發展經濟民生之上，盡快修補社
會撕裂。
然而，縱暴派及暴力衝擊參與者至今仍然死抱所

謂「五大訴求」，堅持「缺一不可」，否則將繼續
「攬炒」云云，這種取態不但毫無協商溝通誠意，
更不符合社會整體利益。事實上，所謂「五大訴
求」並不合理也不合法，特赦違法人士違反香港法
治精神；另設獨立調查委員會架床疊屋，更是有意
針對警隊；至於落實「雙普選」更必須嚴格按照人
大8.31決定和基本法推進，不能另搞一套。由此
說明，所謂「五大訴求」根本不合法、不合理，政
府怎可能接納？如果因為暴力威脅政府就要接納不

合法訴求，香港法治豈非蕩

然無存？

民意轉向 縱暴派勿得寸進尺
目前民意已經轉向，止暴制亂的氛圍已經逐步形

成，縱暴派及暴力衝擊參與者如果繼續執迷不悟，
得寸進尺，甚至揚言要將暴力升級，罔顧香港社會
利益，只會引發更大的民意反感，在民意戰上一敗
塗地。同時，政府釋善意也不代表止暴制亂工作就
可以暫緩。恰恰相反，暴動行動至今仍未有間斷，
這次政府是先禮後兵，如果暴力繼續升級，特區政
府就應採取更果斷措施穩定局勢。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日前在北京舉行新聞發佈會，

發言人強調「中央堅定不移地支持各界人士對香港
警隊執法給予最大的支持和幫助」。這說明了兩個
事實：一是止暴制亂仍然是當前重中之重，而警隊
正是止暴制亂的關鍵。二是要求社會各界都要動員
起來支持警隊，尤其是具有公權力的機構，必
須拿出決心，以實際行動支持警隊。如果示
威者拒絕接受政府好意，仍然要孤注
一擲，政府別無選擇只能重手遏
止，並採取所有可行的措
施及早恢復社會秩
序。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出撤回《逃犯條例》修訂等
四項行動，作為社會向前行的起點，釋出善意和誠
意，回應社會訴求，為解決修例風波而起的矛盾創
造必要條件。事態發展至今，有關修例的爭議應該
平息，香港不能再亂了，「攬炒」更不是廣大市民
的選項，迅速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才是香港社會的
最大公約數，各界人士是時候放下對立，共同努力
打破困局，讓香港休養生息、重回發展正軌。

社會一直有聲音要求政府明確回應撤回修例，其
實林鄭月娥早前已多次強調《逃犯條例》的修訂工
作已完全停止，努力釋除公眾疑慮。如今正式宣佈
撤回修例，意味整個修例立法程序正式畫上句號，
切實回應了社會對撤回修例的訴求，為打破困局邁
出重要一步。

打破困局邁出重要一步
反修例風波擾攘近3個月，在本港一些別有用心

之人的操弄下，把堵塞法律漏洞、彰顯法治的必要
舉措，炒作成一場政治風波，並引發連串違法暴力
衝擊，香港社會嚴重撕裂，法治受重創，社會正常
秩序、市民生活被破壞，經濟陷入衰退的風險越來
越大，打工仔飯碗難保。因此，大多數市民都認同
林鄭月娥正式宣佈撤回修例是好事，消除了矛盾的
火頭，符合民情民意，香港應該從此放下爭拗，收
拾心情，重新聚焦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讓市民
可以安居樂業，不要再把精力和資源消耗在無休止

的對抗、仇恨之中。
為了打破困局，協助香港前行，林鄭月娥此次提

出「四項行動」，除了宣佈正式撤回修訂《逃犯條
例》外，還提出全力支持監警會的工作、自己和所
有司局長本月起走入社區與市民對話，以及邀社會
領袖、專家和學者就社會深層次問題進行獨立研究
及檢討，向政府提出建議。
值得留意的是，在全力支持監警會的工作中，林

鄭月娥委任兩名具社會公信力的獨立人士、邀請國
際知名專家參與監警會的工作，她強調，監警會除
了處理有關警方的投訴，亦正按照其法定職權，詳
細審視6月9日以來發生的一連串大型公眾活動，市
民很關注的7月21日元朗襲擊事件是其中一個重
點。審視工作的目標是重組事實，評估警方的處
理，並提出改善建議。監警會國際專家小組報告的
內容和建議都會公開。這些安排進一步提升調查結
果的客觀性和權威性，正面回應了反修例人士的訴
求，並兼顧了社會的實際情況。
特首林鄭月娥和特區政府真心誠意、以實際行動

推動社會和解，希望和社會各界求同存異、冷靜協
商，尋找出路。當然，政府的努力需要社會各界積
極回應，互諒互讓，收窄分歧。畢竟，香港是我們
共同的家園，需要大家合作建設，不能因為部分人
有不同意見、有個別訴求未能滿足，寧願玉石俱
焚，毀了家園也在所不惜。

林鄭月娥也再次全面指出了所謂五大訴求中另外四

大訴求的不合理、不可行。但值得留意的是，社會上
仍有人堅持所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這顯然是
不想讓反修例風波停下來，要繼續鬧下去，令香港永
無寧日，反映所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已經不是
針對修例議題這麼簡單，而是另有所圖。
有心人應該留意到，支持反修例的人士把香港的

反修例風波與烏克蘭廣場革命相提並論，甚至在香
港社區播放有關烏克蘭廣場革命的紀錄片《凜冬烈
火》，這應該引起香港社會高度重視和警惕。

恢復法治安定最符香港利益
港澳辦發言人楊光日前指出，「反修例示威已完

全變質」，在一個文明法治的社會，所有的訴求都
必須依法提出。兩個多月來，一些激進分子打着
「五大訴求」的旗號，置香港繁榮穩定大局於不
顧，肆無忌憚實施暴力犯罪，挑戰「一國兩制」底
線，嚴重損害了香港和國家的利益，這不是表達訴
求，而是赤裸裸的政治恐嚇和政治要挾。
隨着政府正式宣佈撤回修例，有關修例的爭議應

結束，引發的暴力行為更應立即停止。想以政治恐
嚇、政治要挾來達到政治目的，中央、特區政府和
廣大香港市民都不會答應，恢復法治安定，以對話
代替對立，以發展解決矛盾，最符合香港的整體利
益，所有有識之士、真心愛香港的人，應該知所進
退，與違法暴力、不合理的訴求切割，不要讓香港
跌入暴力仇恨不能完結、社會空轉倒退的深淵。

撤回修例打破困局 對話溝通化解矛盾
周厚立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港島各界聯會常務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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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8月18日公佈重要文件，表明
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

行示範區」，指出深圳「已成為一座充滿魅力、動
力、活力、創新力的國際化創新型城市」，文件出
台多項重要綱領性政策，諸如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
產業，「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先行先試」，建設「全
球海洋中心城市」、「大灣區數據中心」等等。更
重要的是，用了許多罕見的「定位」，諸如「成為
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杆城市」。
事實上，去年深圳GDP為24,222億元人民幣，香
港GDP折合人民幣大約24,000億元，已首次超越
香港。
中央重要文件在國內外引發輿論風暴。德國新聞

電視台指出，中國政府支持深圳建設先行示範區，
是對香港暴力示威的一個警告，但北京仍希望香港
回歸平靜，與深圳、澳門等共同打造21世紀的大灣
區。日本經濟新聞稱，中國政府的目標是將深圳變
成國際商業中心，很明顯是將這座南方城市定位為
穩定繁榮的樣本，與香港形成對比。盧森堡RTL電
視台稱，在香港又一次大規模集會後，中國政府公
佈了擴大發展鄰近城市深圳的計劃，如果香港還沒
有準備好加入內地發展的大潮，那麼未來它的發展
將非常有限，而深圳的運行速度要快得多。

深圳發展速度快於香港
在與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更是掀起反思的熱

潮。有輿論稱，深圳被委以重任成為「先行示範
區」，此舉具有重大意義，未來深圳一定會發力直
追香港，成為真正的國際大都會，香港若再不奮
起，其惡果不僅是自己發展不好，還可能拖了大灣

區發展的後腿。
中央電視台主播李梓萌在節目中表示，深圳從

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為國際化大都市，固然離不開
中央的支持，但深圳奇跡更是一個有關實幹、創
新的故事。她更反問：「深圳這次的定位是先行
示範區，那麼都會示範給誰看呢？」這一句話引
起網民熱烈討論，話題「央視主播發人深省的問
題」登上微博「話題榜」和「熱搜榜」，達到3.2
億的閱讀量。不少網民明言或暗示，「示範」的
對象是香港。
正當中央為深圳定出宏偉目標，一河之隔的香

港卻因修例風波陷入前所未見的最大政治混亂，
而且愈演愈烈，沒有停息的跡象。香港比深圳優
勝之處在於金融和法治，但法治已因暴力的不斷
升級而受創，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正面臨挑戰，
國際航運中心地位也受到衝擊。香港有輿論指，
雖然這不代表中央放棄香港，但北京儼然啟動「B
計劃」，香港對此不可不察，不能一味沉溺於政
治狂熱。有政壇人士也認為，中央將深圳打造成
香港的金融支柱 Plan B，是不想跟香港「攬
炒」，情況等於中國電訊設備商華為一樣，雖然
一直依賴美國的Android作業系統，但當美國以禁
止使用系統作威脅時，華為立即推出大後備的作
業系統「鴻蒙」出台。

對於反對派及其支持者而言，或許以為越胡鬧中
央越會送大禮，或許以為他們搞衰香港中央會永無
休止地「包底」。但殊不知，當今世界競爭無比激
烈，要立於不敗之地，要靠自身的實力。逆水行舟
不進則退，打鐵還需自身硬，一切都還靠香港自
己，再好的環境、再多的關顧、再大的支持，也敵

不過自我摧殘和沉淪。

若暴力持續下一代失未來
此次對於深圳「先行示範區」的新定位，明顯不

同於改革開放初期對深圳「先行先試的特區試驗
田」的定位，意義已不限於經濟領域的制度創新，
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大框架的制度創
新——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擴大開放新格局，
豐富「一國兩制」事業發展新實踐；探索全面建設
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路徑。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遇到很多新情況、

新問題，香港正處於發展關鍵時期。香港在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中，雖然無龍頭之名，原先在多方面卻
有龍頭的角色，但香港爆發反修例風波和暴亂，至
今仍然未平息，引發的政經問題影響深遠，香港在
大灣區原本的龍頭角色自然受到影響。
最令港人感到憂心的是，本來開放包容的香港，

現在進入無比撕裂的狀態。香港人不僅失去了免於
恐懼的自由，更是失去了就業、發展的機會，正常
的社會民生得不到保障。香港的優勢在於法治、開
放，但持續的暴力示威正讓優勢消失。香港如果繼
續在暴力示威、內鬥內耗中沉淪，失去的不僅是經
濟發展和國際聲譽，更是下一代的未來。
一個繁榮的深圳與大灣區，將提供龐大消費市

場、雄厚產業基礎及眾多的就業、升學機會，與港
澳深度融合，解決香港目前的社會矛盾。深圳再上
層樓，香港應見賢思齊，在亂局仍未完全摧毀香港
之前，港人現在立即猛醒，聚焦經濟，改善民生，
抓住「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發展機遇，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

深圳再上層樓香港應見賢思齊
楊華勇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全國工商聯常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