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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局表示，截至今年2月 29
日，自去年6月因涉嫌參與反修例示威被
捕、並正接受調查或被起訴的公務員有43
人，至今有42人已被停職。對是否要求所
有公務員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
區這議題，當局正積極研究，包括考慮設立

這要求的目的和期望達到的效果，以及在現行框架下是否已
可做到。
《基本法》第99條訂明，公務人員必須盡忠職守，對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根據《公務員守則》，公務員必須
奉公守法、盡忠職守、不偏不倚、政治中立。政治中立是指
不論本身的政治信念為何，公務員必須對在任的行政長官及
政府完全忠誠，並須竭盡所能地履行職務，不受本身的政治
信念所支配或影響。公務員表達意見時，應確保意見不會引
致與其本身職務有利益衝突，或可能令人認為有損其在執行
職務時不偏不倚和政治中立的重要原則。所有公務員，不論
職級，均必須遵守《公務員守則》。就任何公務員違規的情
況，特區政府會按既定機制嚴肅跟進。

在修例風波中，有部分公務員的表現令人錯愕失望。面對
止暴制亂的關鍵任務，有公務員或背後阻撓，或公然散播支
持暴亂的言論，甚至與暴徒合流，直接參與違法暴力，加劇
社會撕裂，讓香港「亂上加亂」，違背「政治中立」原則。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7年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

講話時強調：「在落實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時……
要加強香港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宣
傳教育。」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其中提出「加
強對香港、澳門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
法教育、國情教育、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教育，增強香港、
澳門同胞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
習主席和四中全會《決定》要求加強對香港公職人員的憲法

和《基本法》宣傳教育，原因是《基本法》的成功落實，有賴
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在這個過程中，有一點不能缺漏的，是盡
忠職守的公務員隊伍。特區政府要更有效地落實《基本法》，
不能單靠主要官員的力量，還要依靠廣大公務員的力量。
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是公務員的一貫責任，所

有公務員都應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

滙豐銀行於 4 月 1 日宣
佈，暫停不派全年股息，並將承諾於今年4
月14日派發的股息暫停發放股民。滙豐停
派息動搖公眾信心，對銀行業界未來3至5
年復甦狀況及其後全球經濟發展有很大的負
面影響。
歐洲央行近日發表聲明，指歐元區銀行在10月1日前不應

派發去年及今年的股息，勸阻歐元區銀行在疫情爆發時不應
增加股息或回購股票。一些歐洲銀行來香港發展業務，賺取
巨大利潤，在其他國家經營失利時，最後卻要香港股票市場
承受風險，滙豐暫停派發股息，股東和投資者十分無奈，對
歐洲經濟復甦更失去信心。
面對英國審慎監管局要求滙豐銀行及渣打銀行撤回派息，

港交所應有機制，管控歐元區銀行來香港經營業務和派息機
制。怎可能歐元區銀行在香港公佈業績，承諾派股息，並已
將派發股息通知書給予投資者，其後歐洲監管出手控制不容
許派發股息，而港交所無動於衷？建議港交所應在香港上市
條例約束上市金融機構派息機制，避免投資者受到重大損
失。
目前香港市場種種怪象不斷出現，包括早前民間搶米、搶

口罩，銀行可以中途停止派息、香港股市跌穿24,000點
等，香港大部分市民正面臨失業危機，香港特區政府及金融
監管機構，要深刻正視歐洲經濟下滑對香港經濟的衝擊，及
早預案，減低市民承受歐洲金融危機帶來風險及損失，確保
香港經濟持續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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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思穎 民建聯中央委員兼專業事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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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轉向關係百萬香港打工仔飯碗
3月 14日，特朗普總統宣佈美國進入緊急狀

態，以應對新冠病毒疫情。美國國際關係學界一

場大辯論隨即展開。香港須要聆聽大洋彼岸的這

場大辯論，因為這場大辯論所涉及的命題，直接

關係香港繁榮穩定之存續，關係到百萬名打工仔

的飯碗。美國學者們皆語不驚人死不休，更重視

自己話語的傳播效果，對他們所渲染的美國危

機，我們反而不必太過當真。不拾人牙慧，跳出

西方本位的預設立場，嘗試站在全球格局來重新

審視、思考，或許是危機之下我們應有之態度。

陳少波 正思香港總裁

在過去三周，幾乎所有嚴肅的外交刊物、幾乎所
有知名的國際關係學者都投身其中，試圖推演新冠
紀元下世界可能的模樣，預判世界格局演變走向，
特別是中美力量對比的可能變化。以筆者愚見，對
未來世界之想像，可從產業鏈、地緣政治、話語三
個層次展開推演。

疫情開啓了全球產業鏈的重組
新 冠 病 毒 疫 情 爆 發 前 ， 全 球 產 業 鏈 中 的

Just-in-time（即時供應）模式，以其複雜而精準
的操作為人所稱道，代表着資本對效率與成本的極
致追求。新冠病毒來襲，這種模式首當其衝，遭遇
滅頂之災。
病毒所及之處，無不封城鎖國，全球產業鏈面臨

斷裂之虞，從智能手機產業到汽車工業，無不如
是。企業不得不在穩定供應與利潤保證之間做出取
捨，選擇更多的供應充足度、更低的斷貨風險，而
盈利能力只能相應下調。各國政府同樣面對產業佈
局的重新思考，對於那些被視為具有戰略價值、關
係國家安全的關鍵行業，或者制訂後備供應預案，
提升本土儲備量，或者乾脆推動在地生產。製造業
的回流與再興，可能成為許多國家率先採取的經濟
決策。全球產業鏈的重組就此開啓，牽一髮而動全
身。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隨着西方大國逐步放

寬對資本的跨境管制，跨國公司趨利避害，不斷推
動生產要素的全球配置，進而形成今日高度依存、
快速反應之超級全球化格局。致命的新冠疫情不僅
對全球產業鏈產生即時的巨大衝擊，而且隨着其在
全球範圍內不斷蔓延，短期內難以有效防控，勢必
持續對國際貿易造成創傷，外向型經濟體無不風雨
飄零，超級全球化格局因而搖搖欲墜。過去十年席
捲歐美的逆全球化運動所未完成的使命，由新冠病
毒在一定程度意外完成。
無疑，新冠疫情擊穿了經濟全球化體系中最為脆

弱的一環，但是它是否就是壓倒整個體系的最後一
根稻草？

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出口成主角
筆者認為，全球化的動能猶存（資本怎會不追逐

利潤最大化），過去三四十年所塑造的全球貿易網
絡、生產專業分工與供應鏈、資訊網絡、投資體系
以及知識分享機制等等，整體結構的韌性猶在，經
濟全球化並不會被徹底擊垮。從中長期來看，不僅
不會戛然而止，而且會重整步伐，加快演化。

西方大國推動製造業回流其實早在多年前已經開
啓，但是往往知易行難，畢竟產業配套與技術工人
供給都不是一時三刻可以完成。在國際貿易之中，
非實體貿易的比重近年也在持續增長，新冠疫情反
而會成為其規模進一步得以壯大的動力。更重要的

是，進入新世紀之後，超級全球化業已出現深層結
構的變化，特別是世界貿易流向出現根本變化。法
國著名智庫一項研究成果顯示，發達國家彼此之間
的出口在世界貿易中的佔比於2001年約為45%，
2014年大跌至29%；發展中國家彼此之間出口的佔
比則此消彼長，在同一時間段內從14%攀升至
29%，算上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以發展
中國家需求為導向的整體出口在世界貿易中的總佔
比約為48%，幾近半壁江山。
在筆者的想像中，在短時間內，受到各國封關鎖

城以及避險情緒特別是關鍵產業佈局調整的影響，
全球化不僅可能有所放緩，甚至出現倒退，逆全球
化、民粹主義大行其道。一旦新冠疫情造成的政經
衝擊波被逐漸吸收，世界恢復和平秩序，經濟全球
化仍會繼續上路。但是，新的全球化會與新冠元年
之前的全球化，呈現兩大迥異之處。首先，推動經
濟全球化的主角換了——西方發達國家不再是國際
貿易的重心，取而代之的是以發展中國家需求為導
向的出口，而後者動力的主要來源正是中國。其
次，全球化或因應產業鏈的重塑，會演變為多個中
心，有可能形成北美、歐洲和東亞的三分天下之
局，中國成為其中一極。

形成北美歐洲東亞三分天下之局
經濟全球化格局一旦朝着這個方向演變，無疑將

會是顛覆性的，勢必深刻影響貿易、航運、金融等
香港傳統支柱產業的未來命運，直接關係百萬港人
的搵食。新全球化格局形成新的產業地形，香港貿
易、航運行業在舊全球化中積累的經驗、知識和人
才，能否轉型做好以發展中國家需求為出口導向的
商貿服務？商貿、航運的轉向，必然牽動金融業以
及其他專業服務的轉向，貿易融資、出口保險等等
都必須隨之轉型，香港有足夠的人才儲備和相應的
知識儲備嗎？在「反中」的主流意識形態和社會氣
氛下，香港精英們能夠理性評估「以中國為中心的
全球化」帶給香港的挑戰與機遇嗎？
世界在變，對世界的認知必須調整。一個城市的

輝煌不是必然的，更不會是永恒的。某些專家、政
客至今還念茲在茲什麼「攬炒」、「國際制裁」，
還以為自己仍是隻下金蛋的鵝，可以要挾北京，茫
然不知在這場深刻改變世界經濟格局的全球化轉向
中外部條件業已徹底改變。不管全球化是完全倒
退、裂解，還是如筆者之想像般轉向，香港都無法
重現昔日的地位和角色。

比起經濟全球化的重塑，地緣政治洗牌會來得更
為兇猛和殘酷。沿着冷戰——後冷戰的線性敘事，
持續了七十載的地緣政治框架可能就此裂解，香港
亟需新的社會共識，更呼喚新的論述，一場「香港
前途大辯論」也許須要盡快登場。（《新冠元年港
人的怕與愛》系列三之二）

蔡 毅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長

率先控制住疫情的中國成為
全球抗疫急需醫療物資的主要

供應地之一，然而近日部分國家指中國馳援醫
療物質有個別產品出現品質不達標問題。對援
助行動中的個別問題，部分西方政府及媒體應
保持理性態度，不應誇大事情的性質，更不能
借此抹黑中國，這樣做顯然是不厚道的。

中國全力向國際市場供應防疫物資
中國在與疫情搏鬥和大力支持其他國家抗疫

時，均秉持了中國「厚德載物」的優良道德傳
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例行記者會上
表示，在中國剛開始抗擊疫情階段，收到一些
其他國家援助物資，當中也有一些不合格的。
她說，當時中國的選擇，是相信別國的善意，
尊重別國的善意。
中國疫情防控得到了全球範圍的馳援，已有

170多個國家領導人和40多個國際與地區組織
負責人致電致函慰問支援中國，稱讚中國抗疫
是對世界衛生防疫的重大貢獻。很多國家政
府、國際組織和企業公司向中國捐贈疫情防控
物資，通過多種方式表達對中國的堅定支持。
國際社會對中國疫情表達的關切和提供的支
援，中國人民銘記在心。中國人有一句古話，
「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中國已對83個
國家以及世衛、非盟等組織提供緊急援助，包
括檢測試劑、口罩等醫療物資，並向世衛捐款
2,000萬美元。中國對遭受疫情的國家感同身

受，主動對有需要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此次疫情發生以來，中國秉持人類命運共同

體精神，積極同世界各國開展抗疫經驗分享和
交流。對於新型冠狀病毒這樣一個全新的未知
病毒，中國對病原體進行了識別並向世界分享
了有關資訊，使國際社會能夠對病毒得以及時
了解和預防。面對疫情，中國迅速採取的加強
檢測和隔離、封城、建立方艙醫院、學生停課
等有效措施，也為各國應對疫情提供了重要借
鑒。中國主要依靠自己生產的醫療物資極大控
制了新冠肺炎疫情，扭轉了局勢。
隨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很多國家的口

罩、檢測試劑、呼吸機等抗疫物資嚴重短缺，
它們紛紛將目光投向中國。僅就口罩而言，中
國是世界最大的口罩生產國，產能佔全球一半
以上，中國口罩日產量至2月底達1.16億片，
是2月1日的12倍，當中醫用N95口罩日產量
能達到166萬片。中方也已明確表態，將加大
力度向國際市場供應防疫物資等產品，支援其
他國家抗疫。

多國澄清指檢測時未按規範操作
中國向歐洲、亞洲多國輸出醫療物資，但近日

接連出現退貨潮，荷蘭宣佈回收數十萬片不合格
中國製口罩，菲律賓、西班牙、捷克、土耳其、
馬來西亞等多個國家，也指中國製病毒快速測試
試劑錯誤率過高。所謂「中國醫療物資品質
差」，這些言論出自部分西方政府及媒體，要麼

是使用方法不當的誤解，要麼就是苛刻的偏見。
有關國家政府後來澄清，之所以出現這種情

況，是由於當地人員使用方法不當造成的。中
國相關公司亦就此作出澄清，並提醒當地醫療
人員檢測時須嚴格按照有關說明規範操作。其
中，菲律賓衛生部已作出澄清，指出中國政府
捐贈的檢測試劑盒與世衛組織提供的檢測試劑
效果一致，品質非常好，為菲律賓快速應對疫
情發揮了重要作用。菲律賓衛生部還對此前有
關言論引發的誤解表示歉意。荷蘭衛生部官員
3月29日下午亦表示，荷方感謝中方近期在荷
從中國採購、運輸防疫物資方面給予的大力支
持和幫助。中國向相關國家積極供貨，總體上
是高度善意的。進口方也應帶着善意處理這當
中發生的各種問題。
一些外國政府不願意從中國使館推薦的信譽

良好的公司名單上選擇進口商，而更願意直接
接洽中國生產商。因此，當全世界都湧向中國
市場緊急訂貨，尤其是有關國家採購物資流程
未必十分規範，我們也要提防一些不合格的抗
疫產品流入國際市場。
厚道的中國在疫情全球蔓延時馳援世界，彰

顯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僅體現了中國人
民對人類未來的深刻思考和人文關懷，而且為
解決當今世界面臨的共同挑戰提出了中國方
案。中國願同世界各國共同努力，超越社會制
度、歷史文化和發展階段的不同，共同保護人
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

以苛刻偏見誇大援助物資瑕疵不厚道
楊華勇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全國工商聯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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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疫情席捲全球，到目前
為止全世界超過90多萬確診，

4萬多死亡，多個國家停課、封城、封國，暫
停一切經濟活動，已經造成大量人口感染和死
亡，天文數字的經濟損失，必然影響各國國力
的興衰，病毒摧毀世界原有的秩序，如第三次
世界大戰正改變世界。
本來要經過一場戰爭才能被檢驗的國家實

力，這次無意中被天降病毒考驗，各國的綜合
統籌力，醫療科技實力，社會行動力等等不經
意紛紛露底，各國地位在疫情後必重新執位。

此次疫情徹底暴露美國制度缺陷，病毒當前黨

爭不斷，各州與聯邦政府各自為政，再引爆社會
深層次矛盾：槍械氾濫、種族歧視、貧富懸殊、
世代資源爭奪等問題，美國實力不經意露底了。

最危險是當美國國力下滑，為顏面可能鋌而
走險，用戰爭或一切手段挑起世界紛爭，試圖
轉移視線，其它小混混亦借機混水摸魚。目前
美國不停挑起南海和台海衝突，更開始放風提
出要求中國賠償美國及世界因新冠病毒的損
失，荒謬地想賴賬把欠中國萬多億國債作賠
償。凡此種種顯示世界進入了不穩定時期，擦
槍走火事件似乎不可避免。
疫戰之中沒有國家能獨善其身，新冠病毒如

第三次世界大戰，迫使各國封
城鎖國，一朝打回數十年前光
景，導致產業鏈斷裂，糧食供應受阻，人口流
動瞬間停止。其中糧食危機尤其突出。最令人
擔心的是愈來愈多國家如越南、泰國等因國內
糧食供應緊張，以保護國內糧食安全為名限制
糧食出口，部分發展中國家很快會出現糧食不
足，甚至饑荒和難民問題，全世界搶米搶蛋搶
肉瘋狂時代才剛開始。
疫情對世界帶來的社會、經濟、政治衝擊前

所未有，影響深遠，輕言問題不大或經濟已觸
底反彈，實屬不智，現實是影響還未見底！

疫情改變世界原有秩序
鄧咏駿 新青年論壇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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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肆虐，眾志成城嚴
防病毒才是當務之急。不過，

「仇中」上腦的反對派議員，與同樣面對選舉
追求選票的特朗普，裡應外合攪局，特朗普曾
經稱呼新冠肺炎為所謂「武漢肺炎」，以籠絡
自己的支持者，結果導致不少海外華人遭受歧
視，甚或被扯開口罩、遭受侮辱，同樣也讓有
華人輪廓的香港人在外時遭到歧視。
香港反對派議員又意圖以拉布中止包括抗疫

資源的政府臨時撥款，幸好建制派齊心協力、
力挽狂瀾而順利讓臨時撥款通過，否則後果實
在不堪設想，香港兩個月來設下的疫情防線可
能瞬間產生一大漏洞，讓香港成為下一個疫情
重災區。
筆者有時實在不明，有些暴民甚至說「美軍攻

來我帶路」，這種「漢奸」心態，對我們又有何
益？何故有人支持？在一些人眼中，既然香港如
此的差，歐美如此的好，為何在疫情全球蔓延

時，這些人不去歐美避疫，卻要逃回香港？
香港自去年6月以來的亂局已經維持差不多

一年，香港實在已經千瘡百孔，情況艱難。
真的為香港着想的話，便應該多嘗試從關心
及體諒別人的角度出發，齊心協力共同抗
疫，同時要看清誰人為了政治利益不擇手
段，並對這些無良政客多加提防，全社會眾
志成城打贏抗疫這一仗、讓香港盡快重回正
軌、再度出發。

疫情下反對派阻抗疫與民為敵
李世榮 民建聯中委 新社聯副理事長 新界青聯智庫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