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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的所作所為比陳水扁更為卑劣，靠香港的政治風波，一邊嚐盡香港
的「人血饅頭」，一邊在台灣提升人氣，蔡英文不斷刷存在感，在隔岸支持
縱暴派衝擊特區政府。
自韓國瑜宣佈將代表國民黨出戰選舉開始，蔡的民望開始下滑，被韓大幅

拋離。惟蔡英文在6月開始，不斷鼓動香港縱暴派對抗中央政府，肆意抹黑
「一國兩制」，目的是爭取民進黨政治本錢，增加「首投族」的支持。當蔡
英文表態支持縱暴派後，蔡的民望「逆轉勝」。蔡的政治團隊食髓知味，除
隔岸「打嘴炮」外，亦不斷為縱暴派提供經濟支持、輸送物資。蔡雖然口頭
說無條件支持香港的縱暴派，但是她的行動充滿算計。去年9月開始，縱暴
派組成「香港學界代表團」與台灣官員會面，要求盡快落實《難民法》，給
予在港參與叛亂的暴徒難民身份，可以讓他們「盡情」破壞香港。但這是縱
暴派一廂情願的想法，蔡英文作為政界的「老狐狸」，視香港縱暴派為「安
全套」一樣，用完即棄，不會有一點的留戀之情。事實已經證明，不論是陳
水扁，抑或是蔡英文，兩者都不是靠過去政治往績，而是靠政治手段意圖勝
出選舉。
接下來討論的美國，一直有着「民主制度典範」的聲譽，美國要求地球上

每個國家都要按照它的「民主原則」來實踐民主制度，否則視其為敵對國
家。首先，美國實行的「選舉人」制度充滿矛盾。在2000年的總統選舉，
民主黨的戈爾雖贏了總得票人數，但輸了「選舉人」票，最終飲恨地敗於小
布殊。事實上，「選舉人」制度完全不能體現西方民主制度的精髓——少數
服從多數；同時，亦增加政府管治的危機。

暴民政治威脅全球和平
其次，美國總統的權力雖有「三權分立」的制衡，但是總統往往可以藉休

會、假期期間，繞過國會，來進行無國會約束的行動。可想而知，美國總統
的權力可以無限放大。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當選後，其霸道作風無人能
及。一直憑着他的「打嘴炮」技能，向不同國家進行施壓，務求將美國利益
最大化。最近，由特朗普親自督導對伊朗進行襲擊，刺殺伊斯蘭革命衛隊指
揮官蘇萊馬尼。是次襲擊在未知會國會的情況下，採取軍事行動，沒有按憲
法尊重國會，將個人的權力放在國民的安全之上。
特朗普原本以為刺殺蘇萊馬尼後，就可以威震海外，重奪全球話語權，提

升他的聲望。但事實往往事與願違。首先，美國的施襲，沒有為美國在國際
上提升任何地位，反而被多國元首指責特朗普濫殺無辜。另外，美國沒有成
功對伊朗作出任何威嚇，反而激發伊朗對美國駐伊拉克軍事基地進行報復。

幾千年前，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曾對「民主制度」作出最嚴厲的批評，認
為「民主制度」合宜的時候，可以充分反映大部分人的意願（democra-
cy）；相反，當制度出現了失衡的時候，社會就被一少撮政治野心家、政客
利用民眾的愚昧無知，來煽動他們對現存制度進行破壞，就會出現「暴民政
治」（ochlocracy）的亂象。
現今的香港，就是有一班政棍利用社交平台，不斷發放虛假資訊，目的是

迷惑人心，發動「顏色革命」奪取管治權。至於台灣，民進黨政府並沒有為
台灣民眾謀福祉，只是為鞏固其黨的地位及為「台獨」鋪路。最後就是美
國，它根本沒有實踐民主制度的優點，只是不斷創造更多獨裁者，威脅全球
的和平！ (全文完）

香港交易所於1月7日與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產權局在北京舉辦研討會，主題為「借力香港資本市場、促
進國有企業高質量發展」，探討國有企業通過融入香港資本
市場，增強資本運作和信息披露水平，為國有企業市場化改
革提供重要借鑒作用。根據國務院國資委產權管理局2018年
至2019年數據顯示，中央企業通過香港資本市場實現股權融
資超過800億元人民幣，債券融資達4,000億元人民幣。這反映國有企業已
進一步融入香港資本市場，對內地和香港資本市場都是雙贏，香港可充當好
內地股權融資及債券融資全球發行人管理角色。
香港資本市場成功，主要因素是香港持續低貸款利率水平，資金自由流

出，資訊全球流通，吸引中外資金融機構來港成立資金池，國有企業可通過
貸款融資、貿易融資、發債發展業務，令國有企業來港集資和融資活動持續
上升，擴大香港資本市場份額，成為中外資銀團貸款中心。此外，香港的低
稅率及簡單稅制亦是香港優勢之一，低稅率對國有企業具有吸引力，財政司
司長早在2015至2016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公佈《稅務條例》修訂，企業財資
中心的相關利息支出在計算利得稅時可獲扣免，列明財資業務相關利潤可寬
減利得稅百分之五十，低稅率吸引國有企業在香港設立分部，優化國有企業
境內外資本運作管理水平。
全球邁向大數據時代，香港資本市場持續成功，信息披露質量是不可或

缺，中央企業在內地市場化改革的大環境下，國有企業在境內外都需要提高
信息披露質量。會計財務指標能反映信息披露品質，外部審計的會計師事務
所出具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對信息披露品質的真實性及有效性更高，有助提
升國有企業的管理績效。因此，香港資本市場助力國有企業持續穩定及高質
量發展，推動國有企業在境外的融資和經營取得重要成果。

「台獨」「港獨」合流 終歸害台害港
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的最後關頭，蔡英文並非如民

進黨所說躺着選也能贏，她「再吃香港豆腐」，利用

香港修例風波做文章，黃之鋒那個尖嘴猴腮的小丑，

明知自己不過是張用完即棄的手紙，不顧蔡當局根本

不會收留香港暴徒的事實，也去幫把口，發佈影片呼

籲台灣人投綠營的票，既可恥又可厭。只是他們跳得

越高，越是企圖背棄中華民族，搞「台獨」「港獨」

合流的小把戲，終究害台害港，害人害己。而兩岸和

平發展，祖國必定實現完全統一大業的滾滾歷史洪

流，絕不是這些攔路渣滓可以阻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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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方面發佈的最後競選廣告「大聲說話」，
再次利用香港修例風波，刻意抹黑「一國兩制」，
毫無理據地污衊「『一國兩制』就是獨裁與專
制」。與此同時，蔡英文還在造勢的場子裡毫無邏
輯地稱，倘若韓國瑜當選，台灣就會「變成香港」
云云，看來也特別令人可笑。至於黃之鋒亦同時極
其低格地介入台灣選舉，再次發佈影片呼籲台灣人
「用手上的一票守護台灣的民主」。蔡陣營也不諱
言，在選情膠着的最後時刻，為了催出青年人的選
票，不惜再次「吃香港修例風波的豆腐」而上，並
搭配「香港戰友們」的發聲，盼能激起青年「抗中
護台」的情緒換得選票。

竄台香港暴徒被民進黨「斷糧」
有趣的是，黃之鋒之流抱蔡英文大腿當靠山，但

是民進黨則視他們為選舉工具用完即棄，香港暴徒
竄台求庇護不果更被「斷糧」。

「港獨」組織「學生動源」召集人鍾翰林日前

接受台灣傳媒訪問時，踢爆民進黨把持的陸委會，
從未主動與他商討庇護事宜。去年底，浸會大學學
生會會長方仲賢也公開炮轟蔡英文，指摘其僅口講
支持香港「抗爭」，只想用港人鮮血來換取選票。
有報道踢爆，目前民進黨當局正對香港暴亂撤資撤
援，在台尋求庇護者最多獲10個月援助，每月約
8,000元新台幣（約合2,000元港幣）資金，之後便
面臨「斷糧」。有評論指，蔡當局很狡猾，對尋求
庇護者的援助剛好過了投票日，如果在之前「斷
糧」怕反彈太強烈影響選情，而一旦選舉結束，就
無所顧忌徹底拜拜。

香港在兩岸關係中具特殊地位
筆者認為，「台獨」也好，「港獨」也好，「台

獨」「港獨」合流也好，都必定以失敗告終；蔡英
文也好，黃之鋒也好，都是不識時務的小人，他們
以為配合了遏制中國，美國乾爹就能撐他們一世，
殊不知特朗普與中國打了這麼久的貿易戰，根本撼

動不了中國。當他們聽到中美要簽第一階段貿易協
議時，心裡不寒而慄，精神支柱坍塌了一大半。事
實上，「台獨」和「港獨」都是美國霸權主義用完
即棄的手紙，中國的事情始終由中國人包括台灣人
和香港人決定，而兩岸事務則必定由實力不斷增
長、日益佔壓倒優勢的大陸方面主導，「台獨」完
全沒有機會，至於「港獨」更是不自量力的笑話，
黃之鋒之流不過是嗡嗡叫的小蒼蠅。
「台獨」「港獨」合流也不會成事，只不過是抱

團取暖，但是卻給台灣和香港都帶來禍害。蔡英文
心裡清楚，台灣經濟對大陸的依賴高達四成。蔡政
府執政近3年來，對中國大陸出口佔台灣總出口比
重從2015年的25%攀升至去年的29%；對大陸貿
易順差於去年達歷史新高430億美元，3年順差累計
1,118億美元。大陸市場對台灣出口成長的貢獻率節
節升高，去年創歷史最高42%。離開了大陸市場，
台灣外貿即刻變順差為逆差。難怪台灣的經濟學者
說，蔡英文是吃中而又仇中、反中。

香港呢，在兩岸融合發展中也有不可或缺和不可
替代的作用。台灣方面統計對外經貿，是將香港與
大陸分別統計。2017年，台灣對大陸貿易額佔台灣
對外貿易總額的24.1%，台灣對大陸的貿易順差為
389.4億美元。當年，台灣對香港貿易佔台灣貿易總
額的7.4%，台灣對香港的貿易順差為397.2億美
元。目前，台灣是香港第三大貿易夥伴，第五大港
產品出口市場，第五大轉口市場，以及第二大進口
來源地。而香港是台灣第四大貿易夥伴，第二大出
口市場，以及第25大進口來源地。 要特別指出的
是，香港是海峽兩岸間接貿易的一個重要轉口港。
2012年至2016年期間，中國大陸與台灣經香港進
行的轉口貿易，每年平均增長率為6.6%。有關轉口
貿易在2016年按年增加了9.7%，總值達3,104億
港元(400億美元)，佔兩地貿易總值的22.3%。
蔡英文和黃之鋒之流，可要看清楚香港在兩岸關

係中的特殊地位，破壞了港台關係，必然害了台
灣，也害了香港。

修例風波所觸發的黑色暴力衝擊事件
至今仍未止息，已影響到旅遊、百貨、
飲食、酒店等僱員的生計，工會近月收
到大量求助個案，亦預期農曆新年後，
將有新一波的裁員倒閉潮，就業前景堪
虞。反思暴力亂象背後的原因，既有外
部勢力藉機干預香港事務，發動港版
「顏色革命」，破壞「一國兩制」，遏
制中國和平發展，亦有本港深層次矛盾
積累爆發的原因。
面對暴力亂象，各界必須同心協力止

暴制亂，盡快恢復社會秩序，這樣經濟
才可重拾正軌，工友生計才得以保障。
另一方面，我們亦應深入研究香港深層
次矛盾的成因，從改革制度入手，刮骨
療毒，方可讓香港重獲生機。

防就業質素惡化增社會公平正義
2016年香港的堅尼系數為0.539，創

歷史新高，而最新的貧窮人口更達140
萬；香港樓價與家庭收入中位數比率是
20.9，市民要不吃不喝不消費21年才能
買到安樂窩；全港更有21 萬市民被迫居
住於劏房。這些都反映出香港社會嚴重
不公的深層次矛盾。在資本高度壟斷
下，市民生活上各個環節都離不開大財
團的資本控制，大財團壟斷香港社會創
造的大部分新增財富，而廣大打工仔女
的利益受到擠壓。近年，發達資本主義
國家發生多宗如「佔領華爾街」、「黃
背心運動」等社會衝突，暴露出資本主
義制度存在的問題。《經濟學人》雜誌
2014年發佈的裙帶資本主義指數中，香

港名列榜首，裙帶資本主義的一個特
點，是大財團往往能夠左右政府政策，在
土地房屋政策上尤為突出。在這種扭曲不
公的制度下，打工仔女分享不到經濟成
果，導致貧富差距加劇，樓價高企，向上
流動機會減弱，就業質素惡化。
安居樂業是所有打工仔女的共同願

望，房屋和就業問題解決得好，社會就
基本和諧穩定。香港有近400萬打工仔
女，改善就業質素有助提升社會整體獲
得感和幸福感、提升對特區政府的支持
度。然而，香港的就業質素可用十二個
字概括：「工時長、人工低、壓力大、
無前途」。
就業質素持續惡化，其中一個最大的

原因是特區政府帶頭外判。外判及合約
制容易造成職業不穩定、福利待遇偏低
及同工不同酬等問題。工聯會認為政府
應擔當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角色，故此
要帶頭取消外判，發揮表率作用，向社
會展現其解決就業質素惡化問題的決
心，從而帶動商界共同改善就業質素。
我們希望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亦
重視改善勞工權益及基層福利，讓打工
仔女都能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促進社
會穩定發展。

革新政府施政理念兼顧社會公義
特區政府應該革新施政理念，徹底改

變積極不干預思維，在承擔社會領導者
責任「維護市場公平競爭，推動區域合
作和產業發展，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上
扮演更大的角色。在區域合作和產業政

策上特區政府應積極作為，推動香港融
入大灣區建設，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升
級，多元發展，為青年創造上流空間。
在社會民生及勞工政策上，應更主動積
極解決市民最關心的安居樂業問題，並
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合理提升打工仔女的
權益保障。在福利政策上，應加大投
入，關顧弱勢及低下階層，促進社會公
平正義。讓社會持份者都能夠從社會發
展的過程中獲得好處，共建共享，這樣
的社會制度才能穩定持續有生命力。
雖然，香港多年來被評為最自由經濟

體，亦有調查指香港位列十大最富有城
市之一，然而，香港打工仔的工時全球
最長，享有假期數量全球倒數第四，貧
窮人口數字再創新高。經濟發展與勞工
保障的水平並不一致。期望特區政府參
考經濟發展水平相若的國家和地區的勞
工政策，逐步提升勞工權益保障。例如
劃一勞工假及公眾假為17天，以及為低
薪僱員代供強積金等等。

勇於改革重新出發
香港正處於回歸二十多年來最嚴峻的

局面，化危為機，需要社會各界深刻反
思深層次矛盾的根源，凝聚共識，改革
我們的資本主義制度，促進社會公義。
中國四十多年來改革開放取得巨大發展
成就，這是執政黨敢於正視問題、積極
解放思想、不斷推動改革開放的結果。
希望香港亦可以面對我們資本主義制度
的缺陷，不斷改革完善，共同建設美好
香港。

爭取社會公義 增進打工仔女幸福感
黃國 工聯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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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思穎 民建聯中央委員 民建聯專業事務委員會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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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國會下議院當地時間1月9日在執
政保守黨佔多數議席下，以330票贊成、
231票反對，三讀通過了首相約翰遜的
《脫歐協議法案》，為英國如期在1月
31日離開歐盟鋪平了道路。議案將可提
交上議院，如上議院通過，再提交女王
批准就會成為法律，則1月31日英國將
如期脫歐。
脫是沒有問題了，但離英國真正脫

歐，中間還隔着無數個英歐貿易協議。
搞不定協議，意味着兩個結果：一是繼
續延長脫歐過渡期（等於沒脫）；二是
硬脫歐。
從2月開始到年底，11個月涉及600

個國際協議重談重簽和一個全新的自由
貿易協議簽訂，簡直等同於不可能完成
的任務。因為歐盟與加拿大的自貿協議
從2009年5月6日開談，直到2016年10
月30日才正式簽署，用時7年，雙方同
意免掉98%的商品關稅。歐盟與新加坡
的自貿談判也用時4年。

歐盟主席建議延長過渡期
甚至連約翰遜的學姐、新任歐盟委員

會主席馮德萊恩1月8日於英國首相府會
見約翰遜時也很確定地說，11個月的時
間，沒辦法達成涵蓋英歐未來關係各方
面的協議，她建議首相考慮繼續延長脫
歐過渡期。
馮德萊恩和約翰遜的會談是在十分友

好的氛圍下進行，畢竟兩人曾在布魯塞

爾上過同一所學校（約翰遜父親曾在歐
盟工作），馮德萊恩是約翰遜的學姐，
兩人還一起回憶了共同的老師和當時學
校裡的趣事。但校友是校友，國事是國
事，馮德萊恩不能輕言放棄前輩容克語
重心長給她的建議：「照顧好歐盟」，
因為歐盟也正面臨着分裂以及債務等各
種難題。

英63%商品依賴歐盟市場
馮德萊恩與約翰遜這次友好又敞開心

扉的會面，顯然表明英歐貿易協議年內
沒法完成。協議談不好，英國就不能
脫，一定要脫，那就等同於簡單粗暴按
世貿組織（WTO）條款進行貿易。但按
照WTO進行貿易，英國的火車、飛機、
船舶設備全部得加徵高關稅，等同於直
接衝垮英國的製造業和農業。
一組數字足以讓英國人崩潰。現階

段，英國63%的商品依賴歐盟市場，歐
盟市場人口達到4.5億。英國國家統計署
（ONS）數據：2018年英國商品及服務
對外總貿易額為1.3萬億英鎊（約合港幣
13.2萬億元），其中與歐盟的雙邊貿易
佔49％，和與歐盟間存在自貿協議國家
或地區的貿易佔11%。
這一事實，考驗着約翰遜。但約翰遜

正試圖積極爭取與澳洲達成一份包含人
口自由流動的自貿協議，然後試圖擴展
成為「英加澳新」四國互通的新貿易聯
盟。此外，為了支持英國盡早脫歐，美

國也頻頻釋放貿協「大禮包」信息，這
或許會對歐盟造成壓力。

但歐盟會買賬嗎？不會。畢竟澳洲、
美國的貿協彼此還在試探階段，且遠水
解不了近渴。

英國脫歐傷口大過歐盟
法國總統馬克龍早在約翰遜勝選後就

發出警告，英國在貿協問題上野心有多
少，我們的監管就會有多少。

雖然在英歐貿易上，雙方各懷心思。
如德國對英國存在貨物貿易順差，德國
想和英國達成協議，而英國對歐盟的金
融服務業貿易有順差，一旦歐盟不接受
英國的服務出口，則可能損傷到倫敦金
融城的地位。
但總體來說，英國從歐盟脫身，所造

成的傷口大過歐盟。況且，從歐盟的角
度看，經過與英國脫歐三年多來的兜兜
轉轉，早已更加清晰地認識到：不能急
匆匆地與英國簽下任何一項貿易協議。
歐盟的態度一定是嚴謹的，以防英國得
寸進尺。
英國雖然形成脫歐法案，但那是英國

對自己形成的約束，着急的是英國而不
是歐盟。如果英國以硬脫歐相逼，首先
休克的可能是英國。鑒於此，2020年
的英國，軟脫難，硬脫更難，但更大可
能還是延長脫歐過渡期，這期間內，不
確定性的烏雲還會在英倫上空飄蕩一
年。

軟脫難硬脫更難 2020英國脫歐或再延期
裴軍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