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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出現了人
類金融史上第一次怪
事。當日，美國西得州

中級原油（WTI）5月份期貨價格跌至
負數，最終竟然以負37.63美元結算。
賣石油不但沒有錢收還得倒貼錢，買石
油則除了免費之外還有錢收？
當然，上述情況只是發生在石油期貨市場。同一天，

石油現貨市場的價格依然維持在每桶20美元以上。期
貨市場之所以會發生史無前例的負價格，是因為太多參
與買賣期貨的人，實際上並非石油用家與生產商，遠遠
偏離了期貨市場原本的宗旨，即對沖風險，成了賭客賭
石油價格的升與跌，看好者持長倉，看淡者持短倉。

5月份美國原油期貨價格為什麽會跌至負值？理由是
4月21日是5月期貨的交收日，原油期貨市場是實貨交
收的，持好倉者若沒有在4月20日將持倉轉到6月份的
合約，就是虧損結算，或在4月21日接受這批石油。
每張期貨合約是1,000桶石油，大量參與期貨交易者並
非石油用家，自然沒有能力接收這批石油，沒有能力運
走，沒有能力儲藏。因此，以負值賠錢結算是唯一的出
路。
這說明，期貨市場是一個很可怕的市場，參與者投入

的金錢遠遠超越全球石油實際的供給與需求。多年前，
因炒燶期貨而破產企業、個人多得很。每一次金融市場
爆煲影響非常大，企業與個人的鉅額虧損也會連累借錢
給他們的銀行。這一回，新加坡有家石油貿易商也因此
而虧損數十億美元，相信多家銀行都得為此作出撥備。
這個世界好賭的人的確非常多，並構成今日的國際金
融市場，也使到國際金融市場成為超級賭場，每隔一段
時間就會爆煲一次。
美國原油期貨出現負值的大震動，追根究底，還是沙

特阿拉伯、俄羅斯與美國之間的博弈。全球石油供過於
求是客觀事實，如何面對？利益關係錯綜複雜，不易解
決。幸好，對中國這個石油淨入口國，油價低是好事。

「為人性僻耽特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特朗普寫
照。詩句借自唐代詩人杜甫的《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
述》前兩句「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將
「佳」改為「特」。當然不是指美國總統特朗普如詩聖
杜甫自述般為了寫詩，琢磨佳句，美國特朗普總統為人
性情孤僻，沉溺在自己獨特的「特式」表達，每次都令
美國人民出乎意料，甚至驚嘆不已。

每次特朗普公開發言，接受記者提問，總是令美國國
內外各方關注，無論是喜歡他的，或者不喜歡他的。日
前，特朗普在白宮的記者會上「特句」再顯威力。他
說：「我聽說，消毒劑在一分鐘內，就能殺死病毒，那
我們可以試試，可以通過(把消毒劑)注射進身體，幾乎
清洗一遍，因為你看（他看着坐在旁邊的病毒學家）可
以把它注射進肺部，可能會對肺部有明顯效果。」會不
會有美國人聽之信之而為之呢？特朗普又可能會累死美
國人。
當記者忍不住問他：「人們觀看白宮記者會，他們是

為了獲取信息和指導，想知道怎麼做，而不是來聽謠言
的。」特朗普直接回擊：「我是總統，你是假新聞……
那只是建議，我只是來展示才華，我這是在展示想
法。」
「特句」一出，相關的記者會畫面佔據了全球的新聞

版面，全美國的媒體都隨着特朗普在轉動，他是收視的
保障，美國的名嘴若不談論特朗普收視率就會下降。他
已成功吸引了美國人的眼球，令更多人注視他。特朗普
能夠成為美國富翁，繼而當選美國總統，必然有他過人
之處。當有人不斷批評特朗普面對鏡頭「語不驚人死不
休」，請不要忘記他自當選總統以來依然有超過40%
的堅實支持率，可以理解為這些支持者是不反感特朗普
的「特句」，甚至會好感他那不經大腦的「直率」。
大家留意一下特朗普在發言時的眼神、語速和回應記

者態度，他的眼神沒有閃躲，語速沒有過快，態度沒有
改變，展現出自信、淡定、故我。可以估計特朗普對他
在2020年11月選情判斷是樂觀。

這段時間，到底有多少人還記得特朗普的選舉對手叫
什麼名？淡忘了吧？還有請記得，所謂的民主選舉，並
不是投支持率最高的，而是投誰最不爛的。當特朗普保
持着他的知名度和應有的支持度，接着大家會慢慢看到
他如何打擊民主黨拜登，想盡辦法讓美國人看到對手是
更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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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錦鉉 城市智庫召集人

預算案審議不容拖 拒絕「財政跳崖」
立法會近日審議財政預算案。香港過去大半年「屋漏兼

逢連夜雨」，既經歷持續多月的極端暴力示威的衝擊，最

近又碰到新冠肺炎的打擊，各行各業都面對前所未有的困

難，大批香港中小企掙扎求存。平心而論，整份預算案可

謂順應民情民意，也採納了經民聯提出的80多項建議，以

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出逾1,200億元的一次性紓困措施，包

括全民派1萬元現金、由政府百分百擔保企業以特惠低息貸

款、補助中小承建商分包商、放寬科技券資助限制等。立

法會議員應急市民所急，讓預算案撥款早日通過，政府也

應簡化申請手續，讓資源盡快到達有需要的人士手上。

盧偉國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主席

過去大半年一些暴力示威者多番揚言要「攬
炒」，但我們首先見到的卻是不少打工仔「被
炒」。近年立法會在反對派拉布之下，工務工程撥
款相當緩慢，加上如今疫情影響，可謂雪上加霜。
受反對派拉布影響，上一立法年度工務小組通過審
議提交的工程建議共1,402億元，但財委會未及批
款的，超過750億元。

拉布令工程撥款大減
今年度財委會復會以來，只批准了其中約549億
元，其餘仍有待處理。工務小組本立法年度運作

至今，通過的新工務工程項目，共需撥款約207億
元，當中只有84億元已獲財委會通過撥款。而225
億元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整體撥款」，涵蓋
10,000多項不同的政府工務工程，也是幾經波折，
才在3月11日獲財委會通過撥款。
如果反對派議員停止拉布，讓超過1,000億元的

工務工程撥款盡快通過，不但為建造業界注射救命
的強心針，對社會民生的貢獻至為廣泛，既涉及土
地和房屋的供應，也涵蓋交通運輸、醫療衛生、社
會福利、教育、保安等服務的改善。當經濟下行
時，不少國家和地區都透過加大基建投資，既撐經

濟，更為未來發展鋪路。但是，反對派拉布變本加
厲，令香港經濟民生發展停滯，這明顯違背民意民
情，嚴重損害港人利益。

香港市民不願意「跳崖」
香港過去依靠廣大市民的努力耕耘，累積了數以

萬億計的財政儲備，但經過新冠疫情的衝擊，本年
度的財赤可能接近3,000億元，如果我們不設法開
源節流，就很容易「坐食山崩」。長遠而言，我們
要着眼於探討如何優化本港產業結構，提升香港整
體競爭力，促進區域合作，讓香港的企業和人才可

以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在疫情受控之後，社會各
界必須盡快集思廣益展開探討。
本屆立法會離終止運作只餘下約 3個多月時

間，衷心期望各黨派議員以香港整體利益為依
歸，停止無謂爭拗，停止拉布，讓議會恢復有效
運作。有反對派議員揚言：「不怕財政懸崖，擺
脫財政綁架」，更說香港人「要有跳落懸崖的勇
氣」。我要斬釘截鐵地指出，香港市民不願意跳
崖，香港市民希望議員為民生、做實事，讓香港
社會持續發展，市民安居樂業，亦為新一代創造
向上流動的機遇。

國務院港澳辦和中聯辦多次就立
法會的亂象作出義正詞嚴的聲明

後，反對派的反中亂港惡行並無收斂，反而變本
加厲。本港在黑暴和新冠疫情的雙重夾擊下，經
濟民生本已艱難，但反對派的「政治攬炒」愈演
愈烈，黑暴可能再來，這些政治化的干擾、破壞
對香港福祉的傷害，較之疫症更可怕、更致命，
也更證明中央出手制止反對派「政治攬炒」的必
要和迫切，廣大市民為自己為香港的未來，更應
堅定支持中央和特區政府撥亂反正。
國務院港澳辦和中聯辦近期連續發表聲明，批

評立法會內會長期停擺的亂象。聲明獲得本港社
會各界的廣泛認同和支持，市民強烈要求反對派
停止拉布，讓立法會運作盡快恢復正常。「兩
辦」作為中央處理香港事務的專責機構，完全有
權力、有責任對涉及中央與特區關係事務、對
「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正確實施等重大問題
行使監督權。反對派拉布癱瘓立法會，以少數人

的政治私利凌駕全港市民的利益和福祉，「兩
辦」理所當然要履職盡責、發聲制止。

受過去大半年的反修例風波的衝擊，再加上近
期疫情影響，本港經濟受重創，各行各業苦不堪
言，市民十分渴望社會遠離政爭，集中精力發展
經濟民生，讓香港走出危機，助企業和市民渡過
難關。可是，反對派反中亂港死心不息，即使在
疫情嚴峻的情況下，一意孤行，癱瘓議會，攬炒
香港，不僅內會被癱瘓，連預算案審議也備受阻
撓，全民派發一萬元的「救命錢」至今未能到市
民手中。反對派不把「兩辦」的警告放在眼內，
也漠視民意、不理港人死活，充分證明反對派與
中央為敵、與廣大市民為敵。
反對派癱瘓議會、狙擊施政，損害民生福祉，近

日反對派鼓動暴動的文宣又起，不能不令人擔憂，
街頭黑暴再氾濫，令香港再陷入動盪不安，經濟民
生苦楚雪上加霜。近期警方多次收到可疑物品，包
括直接寄予警務處處長的炸彈，公然挑戰執法機

關，更加顯示在反對派鼓吹、縱容、煽動下，本港
的本土恐怖主義威脅升級，危機迫在眉睫。
廣大市民必須清醒地看到，目前是暫時的平

靜，其實暗潮洶湧，反對派企圖重演黑暴，並為
今年立法會選舉奪權造勢，這不僅是在摧毀香港
的繁榮穩定，更直接逾越「一國兩制」底線，把
香港變成危害國家安全的橋頭堡。
月初，為紀念基本法頒佈30周年，中聯辦主任駱

惠寧撰文強調，維護國家安全是全面準確貫徹「一
國兩制」方針的核心要求，亦是特區政府根據基本
法必須履行的憲制責任，只有建立健全的特區法律
制度和執行機制，強化執法力量，堅決防範和遏制
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和進行分裂、顛覆、滲透、
破壞活動，才能確保香港長治久安。香港不能再
亂，否則萬劫不復。廣大市民必須清醒地看到，反
對派正在處心積慮策劃新一波更猛烈的暴力運動，
廣大市民必須萬眾一心，力挺中央和特區政府捍衛
法治，以強大民意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安居樂業。

「政治攬炒」愈演愈烈 支持中央撥亂反正
朱銘泉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常務副會長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曾經在上個世紀激烈對
抗，制度差異是顯而易見的。在一國之內實行這
樣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並讓它們相得益彰，需
要巨大的政治勇氣和包容精神。
如此大膽的創意，植根於求同存異、和而不

同、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華文化和中國智
慧。這個求同存異不是求大同存小異，而是求
大同存大異。因為是以和平的方式收回香港，
喜歡與不喜歡的、同內地適應與不適應的，中
央都接受了，寄望在一國之內逐漸磨合。鄧小
平說，只要維護民族大局，「不管抱什麼政治
觀點，包括罵共產黨的人，都要大團結。」習
近平概括了「兩個建設好」，「既要把實行社
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
義制度的香港建設好。」這就是「一國兩制」
寬廣博大的追求。
香港的高度自治超過了許多聯邦制國家的州。

回歸後，香港保留了自由港和獨立關稅區地位，

保留了獨立的財政、稅收、貨幣體系，保留了普
通法下的司法制度。還有兩點更獨特。一是不向
國家繳一分錢的稅，也不承擔駐軍的費用，英國
人管治的時候沒這麼慷慨。二是有獨立的終審
權，而回歸前終審權在倫敦的樞密院。

中央不僅授權香港高度自治，而且對港人高度
信任。港英最後一屆政府23名主要官員，除1名
外國人按基本法規定不能繼續任職、1人準備退
休而被替換外，其餘21人均經中央任命進入首
屆特區政府，18萬公務員也悉數留任。中央政府
不干預特區內部事務，而且吸納香港同胞加入國
家最高權力機關和政治協商機構共商國是，還從
香港選拔公務人員代表國家到國際組織去工作。
就連事關國家安危、本可由全國人大立法後在香
港實施的國家安全法律，也以基本法第23條授
權特區自行立法。
不妨把中央的對港政策概括成「堵與疏」。

堵，就是堅守「三條底線」，即絕對不能允許任

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基本法權
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這是
「一國」的必然要求，其中最大的底線就是對
「港獨」零容忍。疏，就是鼓勵香港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共同推進改革開放和民族復興。CEPA、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各種在內地生活和就業的便
利措施，都為香港提供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這
一堵一疏，堵是剛性的，疏是號召和期盼，堵與
疏之間則是香港高度自治的巨大空間。
「一國兩制」是一種最大限度平衡國家利益與

香港利益的制度設計，用哲學術語講，這是矛盾
的對立統一體。「兩制」之間既有對立的一面，
又有統一的一面，中央與港人的共同責任是堅持
最大公約數，這就是「愛國愛港」。有了這個共
同的核心價值，就能揚長避短，畫出「兩制」最
大的同心圓。
（本文原文發表在英文《中國日報》上。未完

待續）

怎樣理解「一國兩制」的巨大包容性？

蕭 平

——「一國兩制」漫談（15）

曾淵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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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疫情越來越肆虐，美軍的麻煩也越來越
多。近日，正在太平洋執行任務的「基德號」驅
逐艦曝光至少18人染疫，至此，美軍已經有多
達40多艘軍艦染疫，其中包括四艘航母、一艘
兩棲攻擊艦、一艘「俄亥俄級」戰略導彈核潛
艇。但與此同時，美軍多艘戰艦和多架戰機依舊
在中國周邊海域執行軍事任務，借此彰顯其在亞
太海域的軍事存在。解放軍也在疫情期間不斷加
強軍事訓練力度，「遼寧號」和「山東號」兩個
航母戰鬥群不間斷在西太平洋海域加強練兵，凸
顯解放軍海軍裝備的完好戰備能力，這與美軍
「患病」的多艘航母等大型戰艦形成了鮮明對
比。
不僅是美國海軍如此，就連美國本土和海外基

地也多有染疫，目前就有曝光美軍吉布提海軍基
地因為疫情實施緊急狀態，而美國本土更有多達
一百多個軍事基地出現疫情，這對美軍整體戰鬥
力，包括海基戰略核力量都有不小的影響。

非戰爭軍事行動領域解放軍佔優
就在美國海軍疫情肆虐時，不可一世的美國空

軍B-52H戰略轟炸機就多次飛赴中國周邊海域
實施戰略威懾，尤其是在「羅斯福號」航母出現
疫情危機時，這些「巨無霸」必須顯示強大的防
禦打擊能力以震懾解放軍。如今，駐紮在關島的
B-52H戰略轟炸機全部撤回到了本土，但相信

用不了多久，更新型的B-1B戰略轟炸機或
B-2A隱身轟炸機將趕赴關島替換已經部署很久
的B-52H戰略轟炸機，而這兩款戰略轟炸機的
威懾力更強。美軍目標是要強化印太地區的軍事
能力，就算在疫情期間也不能鬆懈。

如果要對比在疫情中的中美兩軍綜合戰鬥力，
則需要分開來比較。
從核打擊能力來看，美軍「三位一體」戰略核力

量優勢明顯。儘管有戰略導彈核潛艇染疫，但不妨
礙美軍使用其戰略核力量。從常規軍事能力來看，
美軍依舊是作戰能力超強，美軍還有多艘航母可以
趕赴印太地區執行作戰任務，「杜魯門號」航母已
待命，在美國西海岸休整的「林肯號」航母也可繼
續執行作戰任務。如果需要動員，美軍可以協調四
到五艘航母在西太平洋集結。同時，美空軍的戰略
轟炸機「三劍客」也隨時可執行遠程奔襲作戰任
務。近期，美軍大量偵察機大頻度對中國、朝鮮、
伊朗、俄羅斯等國家實施抵近偵察，這也說明美軍
的戰備能力不可低估。
在非戰爭軍事行動領域，尤其是防災減災、防

疫抗疫、反恐行動等，解放軍明顯優於美軍。這
一優勢與解放軍承擔的雙重使命有關。美軍只有
兩種狀態，戰爭狀態和準備戰爭狀態，解放軍有
三種狀態，戰爭狀態、準備戰爭狀態、非戰爭軍
事行動狀態，「養兵千日用兵千日」，解放軍在
抗擊「非典」、抗擊伊波拉、搶險救災中積累了

豐富的經驗。美軍則不屑於做這些體力活，美軍
認為反恐不是非戰爭軍事行動而是其戰爭軍事行
動一部分。

「防生物戰」標準和能力皆需完善
從軍事基地安全管控水平來看，解放軍完勝美

軍。從解放軍不間斷軍事演練來看，解放軍很好
管控住疫情，就算是海外吉布提保障基地也都安
然無恙。這與解放軍組織性、紀律性強密不可
分。
從戰備能力來看，解放軍也普遍優於美軍。解

放軍的武器裝備與美軍相比存在巨大差距，但戰
鬥力的生成多體現在軍隊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加
強軍隊紀律約束性是美軍當前面臨的頭等大事。
毫無疑問，這次疫情對所有國家的軍隊都是一

次集中大考，至少能看出來，絕大多數國家的軍
隊都沒有通過考試。儘管所有的大型武器裝備都
要求具備很強的「三防能力」，但這次疫情就是
一次模擬的「生物戰」，至少在這場模擬「生物
戰」中，美軍出現了太多非戰鬥減員，多艘航母
都已經失去了戰鬥力，就連專用的醫院船都不具
備救治新冠肺炎的醫療能力。
因此，如何應對此類「生物戰」模式就顯得至

關重要，其中「三防能力」中「防生物戰」標準
和能力就需要加以調整和完善。這一點無論是美
軍還是解放軍都必須引起足夠重視。

疫情下的中美兩軍表現對比
宋忠平 鳳凰衛視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