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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已經使到香港
經濟受到巨大的打擊，特

區政府已推出一些援助措施，再於財政預
算案全民派錢，希望助港人渡過難關。不
過，隨着疫情擴散，更多人的生計受到影
響。看來，特區政府是應該考慮再推出新
一輪的援助措施。
受疫情打擊最大的群體，是因疫情而失業及被迫放無薪

假的人。2003年，許多人就因為SARS而失業，因失業
而無力供樓，結果一生努力買了樓而最終淪為銀主盤，被
銀行沒收拍賣，拍賣後仍資不抵債，失去物業再加上一身
債，悲劇因此而產生。
現在，失業浪潮、無薪假期只是一個開始。不過，相信

很快就會變成嚴重問題。
現在，唯一比2003年強，是樓價仍然未出現崩盤，目

前樓價只比去年高位下跌不足10%。2002年，香港經濟
已經很差，不少人的物業已經變成「負資產」，當時幸好
這些人還有一份工作，每月依時付清按揭貸款的分期付
款，銀行不收樓，物業得保。但是，到了2003年，失業
率大增，樓供中斷，物業被收回，什麽也沒有了，前途一
片迷惘，悲劇就出現了。
我們必須吸取當年的經驗，不能讓悲劇重演。買樓是許

多人一生中最重大的決定與投資，如果一生的投資化為烏
有，打擊是很嚴重的。
因此，特區政府應該考慮針對這群人的困境推出新一輪

的紓困措施。例如，可以提供免息貸款，以協助失業、放
無薪假的人供樓。此外，可以考慮允許這些失業者免除、
寬減特別印花稅，讓他們可以在售樓時不必繳付特別印花
稅。此舉可以協助這些人賣樓套現，幸運的話，還能有盈
利。
除了特別印花稅，買家印花稅與從價印花稅也可考慮適

當寬減，即允許非香港永久居民向本港失業的業主買樓而
少交買家印花稅，允許非初次置業者向失業的業主買樓可
以寬減從價印花稅。
近來樓價下跌，房屋買賣的量大幅減少，地產代理行業

成重災區，好多地產代理公司正在裁員。因此，選擇性寬
減「辣招稅」，能協助地產代理多做生意，避免失業潮。
近日，地產界要求特區政府全面寬減「辣招稅」。不

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暫不考慮，理由是香港樓價仍然
很高，仍然不是一般人買得起。因此，目前並非建議全面
性寬減「辣招稅」，而是選擇性寬減。局部寬減「辣招
稅」，不會推高樓價。

為選票獻祭蔡耀昌 民主黨向「勇武」獻媚
身兼民主黨中委的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蔡耀昌，成為民主黨

向黃色選票獻祭的羔羊。歷經多次內亂的民主黨，如今已明顯走

樣變質，早已拋棄和理非的立場，黨內權力核心衡量得失的唯一

標準就是選票，所謂「民主」「平等」與「同志」，不過是隨時

可以賤賣的砝碼，這大概也是該黨多次分裂的原因。為爭取9月

份立法會選舉的黃色選票紅利，民主黨少壯派向「勇武」選民獻

媚，不惜拿蔡耀昌向黃絲獻祭。

黎子珍

蔡耀昌日前發表一項調查，指近日有「黃店」為
討好「黃色經濟圈」的支持者，借防範新冠肺炎疫
情為名，公然拒絕招待內地人入店消費，強調「只
招待香港人」的黃店涉及歧視，蔡耀昌上周五聯同
社協代表就此到平機會投訴。

胡志偉為何不要求對歐美「封關」
此舉當然引發「黃色經濟圈」及其支持者的極大

不滿。事件本來與民主黨的立場無甚瓜葛，但戲劇
性的是，逾60名以民主黨少壯派為主的「鴿
黨」黨員，竟然「發大來搞」，高調聯署稱

「蔡耀昌不代表我」，並隨即在當天的特別中委會
會議後發聲明，指蔡耀昌「主動」辭任黨內全部職
務。
蔡耀昌「主動」與否大概不言自明。但筆者留意

到林卓廷等聯署者的逼退「理由」，堪稱強詞奪理
的經典。他們指蔡耀昌作為中委，「其公開發言與
民主黨堅持全面封關立場出現重大矛盾。」民主黨
針對事件的解釋明顯是「此地無銀三百両」的低級
笑話。
蔡耀昌關注的是部分商店歧視內地人士的經營手

法，與「全面封關」的防疫措施有何關聯？如果民

主黨的關注點在「全面封關」，那當前歐美等全球
疫情大爆發，疫情比內地更甚，胡志偉應率眾包圍
美國與歐洲各國駐港領館，要求美歐各國即時停止
一切與香港的人際流動，同時要求黃店拒絕招待歐
美人士。如果民主黨的關注點在「防抗疫情」，當
內地已經率全球之先控制疫情，那胡志偉應該主動
要求港府引入內地公共衛生專家團隊來港協助，以
便香港更快解決疫情。

「乳鴿」漠視疫情出賣同志
蔡耀昌在14號中委會後向傳媒表示，明白事件可

能在政治上對民主黨有影響，聽取黨友的意見後，
決定辭任民主黨中委，稱自己雖然「不盡同意」部
分人的看法，但顧及民主黨而決定請辭一切黨內職
務，但仍保留黨籍。

聲言「蔡耀昌不代表我」的「乳鴿」，真正
關心的不是本港的疫情好壞，所謂「政治上對
民主黨的影響」，說穿了就是九月份的立法會
選舉中，黃色選票能否為其所用，協助「乳鴿
們」成功上位，飛入立法會。巨利在前，「乳
鴿」出賣黨內同志與所謂「民主」，大概也不
難理解。

立法會「拉布」，到底為香港帶
來什麼具體影響？本港建造業可謂

深受衝擊，更窒礙眾多年輕工程師的前程，這
絕非危言聳聽。3月11日近下午5時，立法會財
務委員會經過千辛萬苦，終於通過225億元的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整體撥款，總算讓業界
暫時鬆一口氣。但回顧整個過程，仍不免令人
慨歎！

這225億元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整體撥款，
其實涵蓋一萬多項不同的政府工務工程，有些是一
直在持續進行中，需要在4月1日前獲得新的資金
去支付工程費用，也有1,500多項新增工程，這些
撥款如果在4月1日前未能獲得批核，相關工程工
作就會斷纜，新項目無法啟動，近兩萬名工人及專
業人員亦都會被迫停工。

工程界正面臨「三鏈斷裂」危機
在今年1月份，工務小組已開了兩次會議審議

該「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撥款，我作為小組主

席，本想在春節後加會，但因疫情關係而推
遲。2月26日早上，在財政司司長財政預算案
宣讀之前，終於可以加會，議員戴住口罩開會
審議。但很可惜，在反對派議員「拉布」下，
亦未能進行投票。由於資金非常需要、撥款非
常緊急，當局惟有直接交財務委員會審議。

但事情並非就此一帆風順，財委會到了3月
11日已是第三次加會審議該項目，當審議即將
進入投票階段之際，有反對派議員臨時動議中
止該議程的討論，一旦通過中止，相信有關撥
款短期內難再交予財委會審議。可見，反對派
議員為了「拉布」，不惜動用各種手段。
事實上，近年工務工程撥款的審批在立法會

飽受「拉布」拖延，審批進度緩慢。截至今年2
月底，財委會在本年度只通過約422億元撥款，
當中大部分都是在「追落後」。與每年過千億
的工務工程相比，政府工務工程撥款進度非常
緩慢，對建造業造成極大影響，因為建築工序
都是一環扣一環，撥款遲遲未能通過，所有工

序都難以開展，大批與建造業相關的員工也被
迫「手停口停」。

影響青年工程師專業發展及前程
建造業界是深受「攬炒」影響的嚴重受害

者，失業數字對比其他行業更高，1月份數字達
5.7%，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可謂雪上加
霜。當前工程界正面臨工作鏈、供應鏈和資金
鏈「三鏈斷裂」危機，數以十萬計建造業界工
人及專業人士的生計受到影響，不少中小企更
是危在旦夕。
近年工程界受議會「拉布」影響，面對工程

項目數量大起大落，以致「一時做死，一時餓
死」的困境，不少青年工程師更是首當其衝，
影響了專業發展及向上流動的機會。
很多人把民生掛在口邊，又說要為年輕人帶

來美好的未來，但實質上口是心非！「拉布」
不停止，整個建造業都受害，民生相關項目被
延誤，廣大市民最終也會被拖累！

拉布拖垮民生基建
盧偉國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主席

英國首相約翰遜公佈英國抗疫計劃進入所謂
「拖延階段」（delay phase）後，英國媒體14
日報道，新冠肺炎死亡人數再增10人，累計死
亡21人，確診感染人數急劇增加到1,140人。
英國疫情不容樂觀。
然而，在世衛組織連續宣佈疫情全球大爆發

和歐洲是「震央」的大背景之下，英國政府既
不採取像中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家的緊急
措施來嚴防嚴控病毒傳播，也不採取像愛爾
蘭、法國和丹麥那樣關閉學校防止疫情在社區
進一步擴散，而是逆流而上，宣佈英國進入抗
疫的第二階段，即拖延階段（Delay phase）。

放任疫情進入以獲得「集體免疫」
據報道，拖延戰術是基於英國科學家的模擬

計算。英國科學家的演算結果表明：目前英國
處於病毒傳播初期，傳播高峰在10周到14周
內。約翰遜政府給出的解釋是，不想在病毒大
潮到來之前，提早把抗疫力量消耗殆盡，尤其
不想把國民保健服務系統（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拖垮，並強調這是在正確的時
間做正確的事情。
當然這種「神抗疫」的後果可能是更多民眾感

染、更多民眾死亡。首相約翰遜也毫不避諱地強
調：英國民眾將失去他們的至親，並進一步解

釋，只有更多人口的感染，才能讓更多人口、至
少是60%的人口獲得集體免疫（herd immuni-
ty），進而才能為今後病毒捲土重來奠定預防基
礎，還聲稱，這是一種抗疫戰略，因為英國科學
家認為，新冠病毒會在每年冬季如期到來，而冬
季，正是英國醫療系統壓力最大的時候。
從約翰遜政府在 「拖延階段」干預疫情的措

施可以看出上述特徵。例如：發燒37.8或以
上，且持續咳嗽，須在家自我隔離7天（國際慣
例是14天）；輕症患者不必求醫，也不要聯繫
NHS；只有在自我隔離期間病情惡化，或自我
隔離7天之後仍不見好，才在線聯繫NHS111，
沒有網絡的，再打急救電話999。除此之外，則
是勤洗手20秒或洗手期間默唱生日歌2遍，諸
如此類。

擔憂封城損害經濟增長
然而，世衛組織並不認可，世衛組織發言人

瑪格麗特·哈里斯（Margaret Harris）博士聲
稱，人類對這種病毒的科學認知還遠遠不夠，
這種病毒在人群中存在的時間也不夠長，英國
憑什麼僅僅依靠科學家的模擬計算就從免疫學
角度下手，採取如此冒險的應對措施？世衛總
幹事譚德塞更是呼籲：不要讓英國這把火燒下
去，英國正在犯着致命性的錯誤。

迫於世衛組織的大聲疾呼，以及國內急速升
高的感染和死亡人數，約翰遜政府似乎表現出認
慫的姿態：可能於3月16日宣佈禁止500人以上
的公眾集會，例如體育比賽和演唱會等。面對近
在眼前且不斷上升的感染和死亡數字，此前一直
表現出無所畏懼的英國民眾，才終於對政府這份
只求等待的抗疫計劃表現出惶恐，就連女王也宣
佈取消一切公務活動，而此前英國極少數激進人
群，還把當地戴口罩的華人當作異類，有的甚至
對戴口罩的華人進行人身攻擊。
至於英國為何不能學習中國經驗，抄寫中國

作業，實行快刀斬亂麻的封堵策略？據報道，
除了有「集體免疫」的美麗設想外，另一層面
的考量是經濟，因為他們認為中國的封城策略
和停擺經濟的做法，雖然換回了疫情得以控制
的局面，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據英國《衛
報》報道，政府不關閉學校的考量是，持續停
課停產四周以上，可能會令英國的GDP減少
3％，給經濟造成巨大的損失。

這就帶出一個問題，命與錢哪個更重要？毫
無疑問，這是約翰遜政府的一場賭局，是約翰
遜政府賭完脫歐再賭病毒的一場賭局。當然他
的雄心是：既能保全民眾的生命安全，又能護
住經濟的基本盤面，但只要是賭博，就存在巨
大的風險。

英國「集體免疫」賭局勝算有多大？
裴軍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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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佔中」發起人之
一陳健民上周六放監，以一副「英雄歸
來」的姿態向迎接他的支持者揮手致意。
陳健民坦言對重獲自由感開心，在監房的
日子艱難，但指自己完全無一刻後悔，認
為這是「爭取民主必須付出的代價」，還
說要向示威者分享獄中心得，及早做好身體及心理準備，
讓「坐牢能過得更有意義」。

言論一出，社會嘩然。作為大學副教授，陳健民公然將
暴力行為「浪漫化」，煽風點火，無視法治，其言論對年
輕人具有非常大的誤導。或許有人會說，陳健民是「英
雄」，他不畏「強權」「暴政」，不惜以身試法，「違法
達義」。魯迅曾說，沒有英雄的時代是可歎的，需要英雄
的時代是可悲的。當今香港，需不需要陳健民這類的「英
雄」？
記得小時候看過一部港片《英雄正傳》。片中的主角阿龍

是一個熱血衝動的浪子，或者說是大孩子。阿龍因女友被殺
悲慟萬分，重開殺戒，殺盡他認為的仇人。片中有不少人將
阿龍視為「英雄」，極其崇拜。然而阿龍難逃法網，被判極
刑。在牧師好友的勸導下，阿龍為免其他年輕人重蹈其覆轍，
故意在眾人面前哭泣並高呼怕死，盡毀自己「英雄」形象。
但在牧師心中，阿龍這時才是真正的英雄。

電影的故事我們並不陌生，雖然看到「英雄」哭喊，當
年我曾於心不忍，但現在想來，阿龍「認衰」比瀟灑赴死
更加發人深省。

現實世界，陳健民式的「英雄」，不能解決社會貧富不
均，不能幫助青年人上樓，鼓吹煽動的「違法達義」，完
全解決不了香港的難題，陳健民以為「正確」的一言一
行，其實對年輕人起到了非常負能量的影響。

在香港這個高度發達的法治社會，若認為制度有問題，
應該通過合法途徑推動制度完善，而不是用自以為「正
確」的手段去改。「上帝的歸上帝，撒旦的歸撒旦」，法
律問題，還得歸法律辦法來解決。

希望陳健民們可以如《英雄正傳》的阿龍一樣改邪歸
正，懂得為自己和社會負責。

香
港
不
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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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曉鋒 「就是敢言」執行主席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 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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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它不僅承載
好的東西，自然也會帶來壞的東西。這一點從
未改變過。
1492年，航海家哥倫布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

下開始了對美洲的探索，這往往被認為是全球
化的開端。而對於北美的印第安人而言，這是
一場劫難的開始。殖民者身上攜帶的天花病
毒，在很短的時間裡，就奪走了將近3,000萬印
第安人的生命，從而輕易地征服了當時強大的
阿茲特克帝國和印加帝國。全球化的開端並不
美好，而是一部分民族從屬於另一部分民族的
統治，以及嚴重的疫情和死亡。

全球化促進文明融合
到了今天，全球化顯然已經成為了一個美好

的詞語。大多數人能夠接觸到世界各地的產
品、技術和文化，跨國公司在全球組織生產，
精英們往來各地。全球範圍內的資源配置和優
化利用，不僅帶來全球財富的增長，也促進了
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和融合。
發達國家固然在經濟全球化中居於優勢，發

展中國家也能夠通過發揮自己的人口、勞動力
價格等優勢，獲得發展的機會。例如，不要小

看獨立之前的印度。儘管印度在英國人的設計
中，就是一個生產香料的大莊園，但是參與了
國際分工的印度在獨立前，已經是亞洲排名第
二的經濟體。如果不參與國際分工的話，印度
自己的優勢是無法發揮出來的。
無可諱言的是，與經濟全球化一起傳播的，

也有壞的東西。經濟全球化逐步削弱了國家的
邊界，商品、資本、技術和人員逐步實現了全
球化的流動。「好人」會流動起來，「壞人」
也會流動起來，病毒、犯罪、恐怖主義，同樣
也會流動起來。資本統治的生產鏈不考慮環境
和人權，什麼地方能夠賺到更多的錢就跑到哪
裡。
其結果是，發達國家的民眾不滿意，發展中國

家的民眾也不滿意。波蘭的民眾去英國打工，擠佔
了當地人的就業機會，但是卻不在當地消費；來自
非洲和拉美地區的非法移民，讓美國陷入了前所未
有的分裂。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因素，很大程度上是
以跨國人口流動為載體的。
新冠疫情雖然還在發展，但是它並不會成為

壓倒全球化的最後一根稻草，因為在醫療科技
發達、應對傳染病經驗日益豐富的今天，各國
通過通力合作，可以逐步遏制疫情的傳播。事

實上，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觀點，雖然疫情的
全球傳播已經構成「大流行病」，但是它仍然
是「可控的」，90%的病例集中在4個國家，
90多個有案例的國家和地區中，57個仍然沒有
出現大範圍的傳播，病例數低於10個。

考慮到新冠肺炎的致死率等情況，各國加強
疫情監測、暫時減少跨國人員流動，疫情得到
較快控制是完全有可能的。考慮到目前已經有
足夠便捷的互聯網溝通渠道，疫情時期減少跨
國人員流動，以及中國逐步進入復工階段，可
以預見，這一次的疫情並不會導致全球化的生
產鏈出現長時間的中斷。

消除不利全球化的因素
不過，新冠疫情再一次提醒我們，在從全球

化的進程中受益的同時，各國應該打造一種更
加「可控」的全球化。所謂的可控，主要是針
對全球化進程中那些不好的因素，不僅包括病
毒，也包括病毒式的極端思想，也包括對發展
中國家勞動力的過分剝削。對跨國人員的流動
的管控應該加強，而不是削弱，尤其要考慮到
文化的衝突。國家的邊界可以放鬆但不能消
除，而跨國合作日益重要，需要大大加強。

新冠疫情會成為壓倒全球化的最後一根稻草嗎？
宋偉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騰訊新聞知識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