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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日持久的中美貿易
戰，在經過13輪高級別官
員對話後，終於迎來首份
階段性協議，為歷時兩年

的中美貿易戰暫畫下休止符。
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副總理

劉鶴，在儀式上讀出國家主席習近平寫給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信件，信中表示，兩國
達成首階段協議，說明雙方完全可以在平
等及互相尊重的基礎上，透過對話磋商，
找到辦法妥善處理及有效解決問題，下一
步雙方要落實協議，推動中美經貿合作取
得更大進展。希望美方本着協議精神，公
平對待中國企業的正常貿易及投資活動，
支持兩國企業、科研機構及學校等開展合
作，促進中美互信。

貿易協議是中美新的戰略平衡
此次中美談判的範疇僅僅是一份貿易協

議，但其意義卻又絕不僅止於此，這是中
美新的戰略平衡，中美雙方都有所要求也
有所讓步，並沒有一方壓倒性地對另一方
榨取，也沒有一方對另一方的絕對服從。
《華爾街日報》認為，第一階段經貿協議
的簽署有助於緩解當前的貿易緊張局勢。
法新社以《美中簽署重大協議》為題對此
事進行了報道，報道還援引美國智庫彼得
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專家查德．鮑恩的分析
稱，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在很大程度上意味
着美中經貿關係的「重啟」。路透社稱，
美中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消息讓全世
界的投資者「鬆了口氣」。

這份協定是在中美激烈較量兩年的背景下
簽署的。美國發起貿易戰，中國被迫打了兩
年，不僅中美各自損失不小，全世界都損失
巨大。中美貿易戰若再繼續打下去，不但中
美損失大，全球的損失都會繼續擴大。中美
暫停貿易戰，至少給世界喘息之機。

美國傾盡全力發起對華貿易戰，打上兩
年美國也佔不到什麼便宜，中國應對美國
依然淡定從容自如，未來無論發生什麼變
化，中國都將更加淡定和從容。這一戰由
貿易戰揭開戰幔，延伸至各個領域激烈博
弈，香港牌、台灣牌、人權牌輪番上陣。
美國如果以為打這些牌中方就會退讓，那
就太天真。

「香港牌」是美國討價還價籌碼
美國是香港亂局的背後黑手，如果沒有

美國介入，香港暴亂不會曠日持久。過去

數月，美國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等跟黎智英、陳方安
生、李柱銘等香港反對派頭目頻繁會面，
密商推動暴亂。「港獨」分子黃之鋒等人
到美國告洋狀。而在香港的街頭暴力活動
中，不僅出現了大量的外國人身影，一些
暴徒更直接打出了美國國旗。德國《商
報》網站發表文章指出，美國在敦促香港
和北京保持克制的同時，自己卻通過建
議、行動和金錢來煽動衝突。

美國介入香港暴亂的真正用心，並非關
心香港民主人權，而是關心美國自身的利
益，「香港牌」是美國討價還價的籌碼。
香港對美國具有重大的政治、經濟、安全
及戰略利益，美國對港政策的主要目標就
是保持和擴大美國的在港利益，美國介入
香港事務源於國家利益的驅使。黑色恐怖
的核心理論是要「攬炒」香港，令香港玉
石俱焚，但這不符合美國的利益，若「攬
炒」殃及美國在港利益，美國對暴徒的支
援難以肆無忌憚。
另一方面，美國已經把中國列為最重要

的戰略對手，美國要遏制中國，因此衝突
必然是加劇的，所以新的較量會層出不
窮。在這種背景下，香港如何自處？

港要做好中美文明互鑒工作
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

個國家或地區不能清醒地擺正自己位置，
很容易會陷入困境。特區政府和香港各界
都要有心理準備，去審慎面對未來幾年較
為兇險的國際環境，做好在中美關係之間
騰挪迴旋、揖讓避就、促進交流、文明互
鑒的特殊工作。

國家主席習近平2018年11月13日於北
京接見港澳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
訪問團並發表講話，提出四大希望，其中
第四點希望是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人文
交流，保持香港、澳門國際性城市的特
色，利用香港、澳門對外聯繫廣泛的有利
條件，傳播中華優秀文化，宣介國家方針
政策，講好當代中國故事，講好「一國兩
制」成功實踐的香港故事、澳門故事，發
揮香港、澳門在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文
明互鑒、民心相通等方面的特殊作用。
習主席提出的第四點希望對香港尤其重

要，「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有維護國家
安全的責任，香港要在維持好自由港地位
的情況下，利用自身的國際化平台的優
勢，把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結合在一起。

本港持續7個多月的修例風波中，屢見
示威者高舉美國等國國旗，乞求美國和其
他外國政府干預香港事務，聲援和合理化
其暴力違法行為，試圖邀外國勢力向特區
政府施壓。甚至有人揚言「美軍來了我帶
路」，要求「美國解放香港」等，妄想美
國會為他們爭取所謂的「美式自由民主」
制度。但美國政府當真是他們所謂的「民
主救星」嗎？顯然不是，事實明確告訴我
們，美國政府只是一個虛偽的大騙子！

美國口中的「民主」，真的是民主嗎？不！
美國的「民主」，就是它說了算罷了。美國
的「民主」，就是要全世界都跟隨它、服從
它。若有反抗者，不甘受制於美帝國主義霸
權的，美國政府就會將其冠以「專制國家」、
甚至「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的罪名，以經濟、
軍事等方式加以打壓；相反，若一個國家成
為美國的忠心盟友，服從美國這個「老大
哥」，即使該國人權狀況無比惡劣，美國政
府都可以視而不見。
在香港近來的示威衝突中，美國政府頻

繁批評香港警方在制止違法暴力行為時所
依法使用的武力程度，更對此大做文章、
猛烈抨擊，但卻對之前暴徒所做的違法暴
力行為輕描淡寫，缺乏客觀持平標準，明
顯是「對人不對事」。而去年12月，在亞
洲的另一處——印度，同樣亦爆發示威衝

突。示威者反對國會通過充滿歧視穆斯林
種族色彩的《公民身份修正案》，走上街
頭表達不滿。結果，印度政府為平息示威
活動，限制民眾聚集、中斷網絡通訊等。
在鎮壓示威期間，更造成最少24人死亡。
但那個號稱「守護民主自由」的美國政府
又是如何回應的呢？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對
此只是敦促印度政府遵守憲法，連一句譴
責印度警方濫用暴力的話也沒有！原因為
何？就是為了拉攏印度抗衡中俄的勢力，
而對印度示威者的死活不聞不問。難道這
種持極端「雙重標準」、只為自身利益的
無賴政權，也值得信任嗎？

至於示威者那些渴望美軍進港的心態，
不知是真心，還是開玩笑？若是真心，其
無知程度實在令人擔憂。縱觀世界歷史發
展，依附美國，容許美軍進駐者，最終只
會落得引狼入室、塗炭生靈的悲慘下場。
要知道，美國政府所說的「甜言蜜語」

再動聽，也只不過是騙子的口蜜腹劍。要
知道，只有自己祖國，才是我們最溫暖的
家，永遠也會保護、支持我們。被美國政
府所蒙蔽的青年人，醒覺吧！不要再被美
國政府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利用，成為破
壞香港、分裂祖國的千古罪人！美國和其
他西方國家分裂祖國的險惡意圖，絕不能
奸計得逞！

健全維護國家安全法制 確保香港長治久安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1月20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精闢

闡述踐行「一國兩制」的「四個始終」，其中一點是始終準確

把握「一國兩制」正確方向，是香港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後

保持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事實上，香港回歸祖國後，已是中

國不可分割的領土，先有「一國」，後有「兩制」，特區政府

和社會各界都有責任將國家安全放在第一位，絕不可以坐視香

港成為一個外部勢力影響和破壞國家安全的地方。從目前來

看，香港有必要盡快按照基本法落實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工

作，盡快全面檢視香港教育問題；從長遠來看，香港要不斷加

強青少年的國家觀念，持續壯大愛國愛港力量。

佘德聰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從1997年7月1日回歸祖國之日起，已經重
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因此，維護國家的安全統
一、維護香港的長治久安，是特區政府不可推卸的
職責，亦是香港市民義不容辭的責任，每個香港人
都有責任和義務杜絕一切可能顛覆國家的活動。香
港經歷過這次前所未有的修例風波，令我們更深感
香港亟需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
機制，這不僅關係到國家安全，更關係到香港的前
途和市民的命運。
從目前來看，特區政府有必要盡快落實維護國家

安全的立法工作，當中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有即時立

法的必要，這是維護國家安全不能缺少的。特區政
府曾於2003年就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展開工作，但在
反對派不斷妖魔化的操作下，特區政府迫於無奈，
決定暫時擱置立法。

「港獨」組織背後有外部勢力支持
時至今日，我們看到，正是因為二十三條遲遲未

能本地立法，令那些企圖破壞香港「一國兩制」和
分裂國家的反中亂港勢力迅速冒起，「港獨」組織
屢禁不絕，公然鼓吹煽動「港獨」的言行有恃無
恐，一再衝擊「一國兩制」底線。

從2014年的非法「佔中」到2019年的修例風
波，更暴露出「港獨」組織背後有外部勢力支持，
「港獨」分子到外國唱衰中國、唱衰「一國兩
制」，主動乞求外國政府制裁香港、干預中國內
政，美國通過所謂的《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更
凸顯有人投靠外國、出賣國家和香港的利益。

應從法律上加強對「港獨」的打擊
「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捍衛國家尊

嚴，切實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特區政府及社會各
界都責無旁貸。特區政府完成二十三條本地立法是

全面落實基本法的應有之義，彌補香港「一國兩
制」制度的短板，從法律上加強對「港獨」的打
擊，遏止外部勢力利用香港顛覆國家。

從今次修例風波中，特區政府、教育部門更應吸取
教訓，盡快全面檢視香港青少年的教育問題。目前香
港年輕人的國家觀念較淡薄，根源在於年輕人受教育
界的害群之馬「洗腦」，容易被人誤導。政府是時候全
面檢討香港教育問題，檢視課程設置和教材，加強青
少年的國家觀念和香港情懷的教育，社會各界亦要加
強凝聚愛國愛港力量，確保「一國兩制」繼續沿着正
確的方向前行，實現香港的長治久安、繁榮穩定。

當下，加拿大法院
正對華為副董事長孟

晚舟女士引渡案件展開首階段聆訊，
筆者認為，這正是加拿大方面及早改
正錯誤的機會，若能讓無辜的孟女士
回國過庚子新年，既是維護孟女士及
其家人的人權，也是修復中加關係的
契機，符合兩國長期的戰略利益。

孟晚舟沒有違反加拿大法律
世人都很清楚，孟晚舟完全是無辜

無罪的。美國要求加拿大當局扣留過
境的孟晚舟，完全是出於打擊華為，
以達到其遏制中國5G通訊業的發
展，並配合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戰，為
了不可告人的商業、科技和戰略利
益。
美國立法對伊朗的制裁，是美國的

國內法，並不是聯合國通過的規定，
憑什麼以此「管轄」中國人？目前，
孟晚舟的辯護團隊表示，美國和加拿
大的引渡協議規定，要符合「雙重犯
罪」原則，即被引渡人須既違反美國
的法律也違反加拿大的法律方符合引
渡要求。退一步說，美國認為孟晚舟
違反美國制裁伊朗的法律，但加拿大
沒有對伊朗實施制裁，孟晚舟並沒有
違反加拿大的法律，所謂金融欺詐罪
在加拿大並不成立。美方的引渡申請
不符合「雙重犯罪」原則，故向法庭
提出中止引渡程序。華為公司也發表
聲明，表示始終支持孟晚舟爭取正義
與自由，亦表示相信加拿大的司法制

度，還孟晚舟清白。

中加關係無歷史包袱和恩怨
事實上，中加兩國友誼源遠流長。

在西方大國中，加拿大是有負中國較
少的國家，相反支援過中國爭取解放
的鬥爭。白求恩率領醫療隊，不遠萬
里，來到中國的抗日戰爭前線提供支
援，並為抗戰貢獻了自己寶貴的生
命。
在香港淪陷的三年零八個月，加拿

大皇家來福槍團參加了頭18天的保
衛戰，1,975名加國軍人最後只有
1,418人活着離開香港。在香港保衛
戰的最後一天，有94人戰死赤柱，
其他活着的，也被日軍監禁在北角和
深水埗的集中營 44個月，受盡折
磨。筆者在香港亞洲電視服務時，為
追憶這段史實，組織拍攝專題片，到
加拿大訪問倖存的老兵，以示敬意。
如今加拿大是不少港人的第二故鄉。
回顧歷史，可以看到中加關係沒有

什麼歷史包袱和恩怨，着眼當下和未
來，兩國有着強大的經濟互補性及多
領域的合作機遇。即使中加關係因為
孟晚舟事件遇到障礙，中國依然是加
拿大的第二大貿易夥伴，無論是進口
還是出口中國都位居加國排名榜的第
二位。

及早糾錯更符合加長遠戰略利益
但是，孟晚舟無理被拘，當然也影

響了中加的經貿關係。據統計，2018

年中加貨物貿易額同比增長22.7%。
這個增長幅度是很高的，但是去年則
是下降了。據加拿大統計局統計，
1-11月，中加雙邊貨物進出口額為
677.9億美元，下降6.6%。其中，加
拿大對中國出口157.6億美元，下降
17.1%；加拿大自中國進口520.3億
美元，下降2.9%。1-11月，加拿大
與中國的貿易逆差362.8億美元，增
長4.8%。由於對華貿易下降，加拿
大整體外貿也呈現下降趨勢。
不過，筆者觀察，中國方面還是

希望中加關係重回正軌，去年11月
一度停止從加拿大進口牛肉和豬肉
及菜籽油的限制取消了，相信這是
向加方表示善意，期望加方及早解
決孟的問題，並以此為契機修復兩
國關係。
事實上，任正非也說了，華為

2010年就在渥太華開設了首個研發
中心，之後每年與加拿大許多大學進
行合作研究。華為在2018年為加國
經濟貢獻近7億美元，提供近5,000
個全職工作。任正非還說，若不是女
兒被扣，有可能將華為在美國的研究
機構搬到加拿大，幫助加國成為5G
領導者。
其實，站在現代世界大國政治遊戲

中看，加拿大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不
能堅持外交自主權，屈從於美國的指
揮棒，可悲又可憐。加方目光應該放
遠，及早糾錯使中加關係重回正軌，
更符合加拿大的長遠戰略利益。

讓孟晚舟回國過年 符合加拿大利益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丘吉爾說：「我總感覺愛爾蘭人有
點奇怪，他們總是拒絕成為英國
人。」
按丘吉爾的邏輯推演一下，哈里王

子的妻子梅根，作為一個美國人，也
拒絕成為一個英國人，繼而脫離英皇
室。事實確實如此，據美國《商業內
幕》報道，梅根至今沒拿英國身份。

梅根想脫離皇室，哈里密切配合，
協同老婆私下決定脫離英皇室。
「庭院深深深幾許？」雖然英皇室

沒有中國古代宮廷那樣深不可測，但
英國媒體首先將哈里夫婦「脫皇」原
因歸咎為皇室內鬥。英國媒體早有報
道，哈里王子與哥哥威廉王子鬧不
和，這自然引發梅根和嫂子凱特相處
也不愉快。
雖然關於皇室內鬥的內幕，外界很

難準確獲知，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如
果哈里和梅根在皇室順心順意，為什
麼一定要在女王奶奶93歲高齡的情
況下，不顧老人家的感受，突然宣佈
脫離皇室呢？英國媒體的猜測應該沒
錯。
然而，作為皇室成員就算受點委

屈，也是需要責任和使命感來覆蓋
的。每年，整個英皇室都會在英國和
全球範圍內舉行2,000多場活動，回
覆 10萬封信件。由於英皇室不參
政，行使這些責任和使命就要靠做慈
善事業。另外，英國軍隊也是以皇家
命名的，雖然不受皇家統領，但皇室
成員需要定期同駐紮在英國本土及海
外的官兵會面，確保皇家軍隊對皇室
的認同與忠誠。

更為重要的是，皇室成員在加強大
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的民族團
結以及英聯邦國家團結方面也需要發
揮重要作用，小到有頭有臉的門廳舖

頭開業，大
到重大國際
性慶祝或紀
念活動，皇
室成員都要
參與其中。
更為謹慎的
是，面對公
眾，需要時
刻保持皇室
風範，接受
媒體監督。
然 而 ，

哈里和梅根
既不能經受
委屈，也缺
乏作為皇室成員應具備的高度責任
感、使命感。哈里和梅根是英國皇家
高級成員，被皇家授予薩塞克斯公爵
夫婦，但他們卻把Sussex Royal（皇
家薩克塞斯）註冊成商標，用於襪
子、連帽衫等數百種商品用來銷售獲
利，並將這種不長臉面的生意解釋為
爭取財務獨立。然而，哈里和梅根在
不履行皇家成員的責任和使命的情況
下，其所作所為又處處以皇家名義行
事，誰又能相信他們能以真正財務獨
立的方式離開皇室呢？
好在奶奶心疼孫兒，經過皇室家庭

會議之後，決定給哈里和梅根一個
「脫皇過渡期」，至於過渡期時長為
多久，皇家聲明中沒有提及，估計也
沒有規定，女王的態度極可能是：既
然你們想出去浪，等你們浪夠了、明
白了，再回頭也不晚。而此前，哥哥
威廉也和哈里聯合發表了一個聲明，
共同譴責有關媒體挑撥和編造兩人關
係出現裂痕的「錯誤有害言論」，把
責任推給了媒體。

然而，不管女王怎麼袒護孫兒，哥
哥怎麼掩蓋兄弟不和的報道，2019
年英國皇室在遭遇安德魯王子陷入美
國富豪愛潑斯坦性醜聞事件及受近日
哈里夫婦「脫皇事件」的影響，皇室
的那些責任與使命，在一些皇室成員
面前，總沒有那麼神聖和重要，相反
梅根手上那些從戴安娜王妃繼承過來
的鑽石卻不會再留在皇宮了。
本來，梅根初嫁英皇宮，儘管有

英國媒體有意無意地針對其膚色表
現出某種嫌棄，但也有媒體樂觀預
言：梅根未來在白金漢宮的角色堪
比奧巴馬太太米歇爾在白宮的角
色，能夠超越種族主義的嘲弄，樹
立全新的形象，引領人們形成新的
種族觀念。不料其表現與人們的預
期大相徑庭，真是應了丘吉爾所
言，「總讓人感覺有點奇怪」，從
產後抑鬱，到無緣由地哭泣，再到
看望英國失足女性時在香蕉上留言
的不謹慎行為，最終，這位黑人王
妃逃離英皇室，逃離英國。

梅根宿命：無法超越種族嘲弄
裴軍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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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華勇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全國工商聯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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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與威廉兄弟情今非昔比。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