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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消極的防疫抗疫是香港的反面教材
以總統特朗普為代表的美國，對新冠肺炎病毒的

對抗措施是反常的。面對疫情傳播，大多數國家通

常都會採取對抗性措施，少數國家受「群體免疫」

的誤導，雖然不會積極對抗，但也會消極應對，絕

對不會熟視無睹。美國不分青紅皂白，卻把疫情當

做是可利用的推行「新冷戰」政策的一個契機。這

種反常的舉動，使美國面臨一場空前的疫情危機以

及國際和國內的信任危機。

宋小莊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反常舉動的策劃和實行者是特朗普和蓬佩奧。
儘管不大合理，也不符合美國憲法安排，但他們
似有共同目的，也有不同分工。特朗普負責將新
冠病毒稱為「中國病毒」、「武漢病毒」、攔截
包括口罩在內的抗疫資源、推介消毒水可以治療
瘟疫的主張、反對全面進行核酸檢測、在沒有任
何證據的情況向最早公布疫情的中國「甩鍋」
（嫁禍於人）、退出被誣告幫助中國隱瞞疫情的
世界衞生組織、在疫情尚未可控的情況下要求各
州復工復課等。

美國抗疫不力 唯有「甩鍋」中國
蓬佩奧則制定政策、周遊列國、籠絡盟國。稱

呼中國為「中共」、在尼克松圖書館前宣布美國
的對華政策不合時宜、加強「五眼聯盟」的籠
絡、到東西歐拉攏關係、還派出口誤的衞生部長
訪台等。美國政府還關閉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
不斷到中國的鄰國製造摩擦，軍方則在台海和南
海製造緊張局勢，美國國會兩院還配合製造反
華、反港法案等。

反常舉動的後果是，美國染疫確診人數、染疫死
亡人數位居世界第一，按疫情發展速度來看，也是
世界第一，這與作為世界頭號強國、具有世界最

高醫療水平和開支的美國，甚不相稱。
世人對美國反常舉動及其後果的爭議不會太大，

但對有關分析可能會有不同。一種看法認為，這是
美國三權分立和聯邦制度使然，美國三權分立使行
政、立法和司法配置了不同權力，又受到政黨輪替
衝擊。聯邦制度使聯邦和各州發生分權，聯邦權力
採用列舉式，以憲法授予者為限；各州權力採用概
括式，憲法未授予聯邦者均屬之。
這雖是立憲時的設計，但二百多年來，情況發生

了變化，美國聯邦政府及其行政職權大大擴展了，
推斷美國的政治體制限制了美國的抗疫能力，不能
使任何美國憲法的研究者信服。對美國共和黨政府
抗疫的無能，民主黨政要批評很多，這也是事實。
如不屬實，恐將成為共和黨助選的工具。即使民主
黨競選成功，也將自己面對，因政治體制的原因而
無所作為，豈不弄巧反拙。

美國抗疫失敗 香港須引以為戒
另一種看法認為，這不是美國現行政治體制掣

肘，而是美國領導集團和執政精英的誤判。他們受
到「修昔底德陷阱」的影響，存在若干錯覺：
（一）當下重中之重，要抑制中國發展，保持美國
第一。（二）保持美國第一，一切才有意義，否則

美國就會崩塌。（三）新冠疫情先在中國發生，
「甩鍋」中國是難得機會。

可以說，美國領導集團和執政精英已失去在科學
上和公共衞生危機上應對疫情的時機和能力。儘管
68個國家和地方已經推遲選舉，但美國大選涉及總
統和眾議院換屆、參議院部分換屆，根本無法推
遲。民心思變，美國變天難免。

美國應對疫情失敗，提供了反面教材；中國應對
瘟疫成功，提供了正面教材。美國後來也採用的強
制性戴口罩、限制餐廳堂食、遵守社交距離等，這
是美國從中國內地和香港學來的。也就是說，中國
內地採用的，但美國不採用的，例如：全面檢測、
追蹤病源；健康碼制度，香港可以倣效。反之，美
國採用的，但內地不採用的，即使香港可以倣效
的，香港也不要追隨。

美國制裁香港不講法理
香港國安法落實以來，美國制定了《香港民主與

人權法案》、《香港自治法案》，這是民主、人權
和自治程度較差的美國，對民主、人權和自治程度
較好的地方的制裁，香港人壓根不服。在上述法律
中，美國制裁了11名內地和香港官員，企圖將
「港人治港」，改為「親美人治港」，結果將適得

其反，被美國懲罰的官員，經受了政治考驗，治港
能力進一步提升。要求美國制裁香港的港人，反而
可能前途未卜了。美國抗疫的反面教材，對清理
「一國兩制」下香港頑固的親美勢力，可能是有利
的。
美國魯莽改變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要求香港

製造的輸美貨物要標籤為「中國製造」，這是違反
世貿組織的產地來源規定，也違反國際經濟法。全
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全國人大的決定制定香港國安
法，符合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是中國的內政，對恢
復被黑暴蹂躪的法治秩序至關重要。香港國安法的
一些條文，既採用屬地管轄原則，也採用屬人管轄
原則，還採用保護性管轄原則，但有嚴格的程序性
限制。這些管轄原則，在普通法裏也有，並非大陸
法系特產。
上述管轄原則，沒有美國的「長臂管轄」，但美

國以香港國安法的落實，要中斷港美之間的《移交
逃犯協定》、《移交被判刑人協定》、《對得自船
泊的國際營運入息給予課稅寬免的協定》。香港國
安法針對的是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美國和西方一
些國家對香港的制裁毫無道理，讓更多港人看到美
國既不講法治，也不講理，美國不是又提供了反面
教材嗎？

澳門已成功控制疫情。香港也一度
成功控制疫情，但目前第三波疫情來
勢洶洶，防疫抗疫工作面臨嚴峻挑
戰。令人欣慰的是，香港特區政府已
公布「社區普及檢測」計劃，計劃於9
月1日展開。

以似是而非借口阻抗疫
但令人遺憾的是，有區議員假借民

意表示強烈反對。觀塘區議會九龍灣
選區議員潘任惠珍認為，在毫無諮詢
的情況下，牛頭角明愛社區中心被
「徵用」作社區普及檢測採樣中心，
影響了中心的日常服務，將連同其他
觀塘區議員一起提出反對。現任民主
黨區議員陳欣兒認為，9月已經開學，
檢疫中心嚴重影響學校衞生水平，反
對將香島道官立小學徵用為「普及社
區檢疫計劃」檢疫中心。

以似是而非的藉口、理由反對干擾
普測，阻礙抗疫，損害市民健康安
全，不得人心。

市民積極主動參與檢測，有助發現隱
形傳播者、斬斷病毒隱形傳播鏈。部分
港人對中央的援助不領情，特別是在反

對派的煽動下，擔心檢測後「口水基
因」也「送中」，真是可笑至極。特區
政府已澄清：實驗室外如何採集、送樣
本，均由特區政府負責。應該指出，大
規模檢測需要以雄厚的物質基礎和醫療
資源作為支撐，香港在人手和設施方面
相對匱乏，中央應香港請求進行支援，
派出檢測隊赴港協助檢測，支持香港
抗疫，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真誠關懷
和全力支持，表達了內地人民對香港
同胞的深厚情誼，可見祖國內地是香
港戰勝疫情的堅強後盾。

國家真誠關懷馳援香港
但反對派無所不用其極，藉各種

機會對內地支援和社區普檢進行污
衊、抹黑。第一批來港援助醫護人
員受到無端攻擊，有反對派在其下
榻酒店外面高呼口號、惡語相向，
內地同胞獲悉後倍感傷心。還有反
對派對政府官員發問：內地醫護人
員在港沒有執業資格，為何可在港
開展檢測工作？

筆者認為，他們是白衣天使，來港
工作是受國家派遣，可以毫不誇張地

說是冒着生命危險來港援助的，且其
專業資格和能力在世界多國受肯定，
反對派如此惡待內地馳援醫護，還有
起碼良心嗎？
有專家預計，直至有效疫苗面世和

廣泛應用前，疫情將會反覆，更可能
有冬季爆發。在此情況下，中央經研
究，由國務院港澳辦統籌，國家衞健
委協調，列出支援香港抗疫三大項
目：一是一次過的社區普及檢測。二
是在亞博館建設社區治療設施，內地
稱為方艙設施，1,000張病床，有負壓
病房。三是在亞博館旁，3.2公頃的亞
博館二期土地上，新建兩層的臨時醫
院，提供800張病床的負壓病房。這
些舉措是國家對香港實實在在支持的
體現。部分崇洋媚外的港人還天真地
盼望美英等國援港，其實英美疫情失
控，自顧不暇，只會「甩鍋」，廣大
市民千萬不要上當受騙！
任何企圖阻礙妨礙香港抗疫防疫工

作的行為，都是站在750萬香港市民
的對立面，都是對香港未來和市民福
祉的背叛，陰謀詭計終將被識破，無
恥行為更是不得人心。

干擾普測 不得人心
陳曉林 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研究員

侯夫（D. Huff）撰寫的統計學入門的
經典書籍 How to Lie with Statistics
（《別讓統計數字騙了你》），詳細解
釋負責民意調查的人或機構如何利用統
計數字，來達到他們的目的。書中指
出，每項民意調查都有背後動機，若果
沒有動機，為何要做？大部分民調開展
前，負責人心中已有預設答案，以方便
他們日後推演民調的結果。書中認為，
民調的數字只是讓人覺得調查是透過科
學方法來取樣和分析，實際上最關鍵的
是負責民調的人如何演繹結果，以利推
動其後的政策或工作。
筆者介紹此書，目的就是要市民了

解，鍾庭耀主理的民調，如何通過所謂
民調、挾民意令「泛民」退出政治舞台
的。
「泛民」日前委託「香港民研」就立

法會的去留問題做民調，作為去留的決
定依據。相信「泛民」期望「挾民意而
留議會」。可惜，民調結果並非「泛
民」所願，「挾民意留議會」的算盤打
不響，令「泛民」進退兩難。
其實，近年鍾庭耀與戴耀廷「合作無

間」，進行過多項操控選舉的民調，包
括「風雲計劃」、「雷動計劃」，表面
上為「泛民」在選舉時作出策略性「配
票」，實質扶持激進派，逐步將「泛
民」邊緣化。
鍾庭耀、戴耀廷上月搞的「初選」，

就是「扶正」一班本土派、知名度不高
的候選人，取替「泛民」參選立法會，
踢走佔據議會多年的「泛民」。但是
「初選」令疫情轉壞，特區政府最終決

定立法會選舉延期一年，導致出現「泛
民」去留的爭議。「泛民」顯然想留，
但鍾庭耀、戴耀廷及攬炒派可不這麼
想，委託鍾庭耀做民調，結果可說一早
已知。
筆者仔細觀察鍾庭耀的民調結果，發

現有三個特點。
第一，鍾庭耀所做「去留」民調的對

象，今次有分為「民主派」和「非民主
派」支持者，筆者印象中，這樣劃分在
鍾庭耀的民調中是第一次。為何這樣
做？分「民主派」和「非民主派」，是
告訴市民，鍾庭耀民調抽取的樣本，不
單來自「民主派」，也有建制派的，讓
人感覺民調涵蓋全港市民，有高認受
性。
第二，本次民調結果向民主黨、公民

黨等「泛民」政客發出警告，必須聽取
「民意」，不要再對立法會議員薪津抱
有眷戀之情。
第三，本次民調結果，反映鍾氏與

「泛民」裂縫加大。若鍾氏希望「泛
民」留守議會，大可以在解釋結果時，
作一些技術「調整」，讓「泛民」留守
有民意基礎。
但是，鍾氏沒有這樣做，他反而指出

今次調查結果，可能受到情感因素所影
響，因此調查結果傾向「總辭」多於留
守。只是，「鍾氏民調」進行多年，有
多少項目是理性主導？
今次鍾庭耀民調為「總辭」「助

攻」，與戴耀廷的「初選」有異曲同工
之效，兩者都是挾民意迫「泛民」退出
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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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偉傑 時事評論員

香港金管局決定將非
住宅物業的按揭成數由
最高四成調高至五成。

簡單地說，買1,000萬元的商舖原本只
可以向銀行借400萬元，現在可以借
500萬元。政策宣布之後，地產界的人
多數認為是好事，是及時雨。當然，也
有人認為，提高一成並不夠。一般上，
認為提高一成並不夠的人，並非地產界
人士，而是政治人物。政治人物要求比
較高，以顯示為民請命。
過去，金管局不斷壓低銀行按揭成

數，理由是保護銀行的安全，不希望銀
行在物業價格不斷上漲中過度借貸，一
旦物業市場崩潰，銀行會出現大量壞
賬。當然，壓低銀行按揭成數也有壓低
物業價格上漲的作用。因為買家要準備
更多的銀両當首期。如果按揭成數最高
只是四成，1,000萬元的商舖得準備
600萬元的現金當首期，這並不簡單。
更何況，買家還要付雙倍的印花稅。
現在商用物業價格下跌，但中原城市

領先指數只記錄住宅價格，沒有商用物
業指數。因此，缺乏一個權威的統計數
據來衡量商用物業價格下降的比率。近
日多家地產商中期業績報告，對投資物
業價值重估的結果顯示，估計商用物業
價格大約下跌 20%。物業價格下跌
20%，銀行按揭僅四成，銀行仍是非常
安全的。也因此，如果金管局將非住宅
物業的最高按揭成數即使調高至六成，

基本上仍然是安全的。除
非物業價格下跌超過
40%，六成按揭才會危
及銀行。相信金管局不會
大幅抬高非住宅物業按揭
成數，也是避免一旦疫情
緩和，非住宅物業再度出現炒作的現
象。目前，多隻香港地產股股價已有見
底回升之勢。
原本1,000萬元的商舖如果跌至800

萬元，新買家在新按揭成數政策之
下，可以借五成，即400萬元。換言
之，首期的負擔是400萬元，這與過
去買1,000萬物業只能借400萬元，而
首期付款是600萬元來比較，首期負
擔少了整整三分之一。因此，真正懂
得計算的地產界人士認為，按揭貸款
向上調一成的作用已經不錯。如果上
調的幅度太大，還可能造成恐慌，以
為金管局擔心非住宅物業市場即將崩
潰而不停出手托價。
目前疫情嚴重，新租約的租金正在大

幅度下跌。但是，疫情不可能永遠存
在。因此，物業貶值幅度不會與租金下
跌幅度成同樣比例。
疫情嚴重、失業率上升，對住宅物業

的租金、價格也有所影響。不過，由於
新樓供應短缺，反映香港住宅價格的中
原城市領先指數在過去三個多月幾乎靜
止不變，波幅不足2%。因此，金管局
仍然沒有任何行動，這也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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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修例黑暴威脅下，去年舉辦了
歷來最不公平公正的區議會選舉，攬
炒派無所不用其極，出盡卑鄙招數，
最終產生大量充滿黑暴和攬炒背景的
區議員，結果如何，可想而知。果
然，距今不足一年時間，攬炒派區議
員在各區倒行逆施，區議會變成了他
們反中亂港的「政治遊樂場」，各種
惡行醜態令人咋舌，最近再出醜。
今年，由攬炒派操縱的沙田區議

會，突然在撥款準則中僭建「與政黨
及政治團體有聯繫」的條款，看似公
私分明，不在區議會談政治，實際上

涉嫌亂用公帑、「益自己友」。荒謬
的事件包括︰同樣是法團文康活動，
沙田區議會只撥款予攬炒派議員為主
席的業主立案法團，卻否決毗鄰屋苑的
另一個業主立案法團的申請；有一個與
攬炒派議員友好的公共屋邨互委會，竟
然可獲批9個項目，差不多佔整個沙田
區議會批出107項資助項目的一成。
其實，攬炒派區議員倒行逆施，撕

裂社區，歷歷在目。有攬炒派區議員
居然公開表明「本辦事處不為任何藍
絲提供服務，藍絲與狗不得內進」，
明顯有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之嫌；又有

區議會被踢爆，以公帑
購入「豬嘴」作「防疫
用品」，但稍有常識的市民都知道，
「豬嘴」根本不能防疫，而是「抗爭
必需品」；在攬炒派騎劫下，各區會
會議變成批鬥警方、挑戰政府的政治
平台，完全忽視民生事宜、浪費時
間、損害市民利益。

現屆區議會還有3年時間，難道市民
還要眼白白看着這些政棍作威作福？
筆者非常支持對沙田區議會作惡多端
的舉報，期望公義盡快得以伸張，不
再遲到。

攬炒派區議員濫用公帑「益自己友」
李世榮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共同發起人 新社聯副理事長

疫情之下香港多個行業備受衝擊，
本港經濟第二季仍然疲弱，經濟增長
預料進一步放緩。特區政府原定於7月
初推出「健康碼」，亦因疫情反覆而
需要擱置。為令本港經濟盡快復甦，
建議特區政府推出社區普及檢測同時
研究設立「健康碼」互認制度，實現
粵港澳大灣區聯防聯控，逐步恢復三
地交流及往來，定必對重振經濟有正
面作用。
澳門及珠海早前已開始互通核酸檢

測結果，並互相認同健康碼，為兩地
交流掃除障礙，經濟活動亦逐漸復
常。香港自宣布關閉多個跨境口岸
後，除部分獲豁免人士外，無論從內

地入境香港、或是從香港入境內地，
都需要14天強制檢疫隔離，非常不
便。若推出「健康碼」互認制度，將
極大方便跨境居住、工作和營商的市
民，兩地經貿活動毋須停擺，經濟民
生有望在短期內復甦。
對於有市民擔心洩漏私隱的問題，

特區政府早已表明，系統只會收集申
請者的基本個人資料和核酸檢測結
果，作申請「健康碼」的用途，開發
過程會以保障個人私隱為前提，轉碼
程序亦須由申請人明確提出及同意，
在傳送數據時亦會加密處理確保安
全，市民毋須過分憂慮。面對外界的
種種謠傳，特區政府宜多作解釋及宣

傳工作，釋除市民疑
慮，增加市民對「健康
碼」的接受。為平衡抗疫及維持經濟
活動，在香港境內使用「健康碼」將
可適量放寬某些防疫限制，為重振經
濟創造有利條件。
疫情嚴重打擊香港經濟，受兩地局

部封關及強制隔離檢疫措施限制，
不少在內地設有辦事處或工廠，或
與內地有生意往來的本地企業業務
大受影響，嚴重的甚至被迫裁員、減
薪及結業。設立「健康碼」有助重啟
與粵港澳人員跨境往來，重新打通大
灣區的經濟鏈，重振香港經濟便指日
可待。

「健康碼」互認助三地重振經濟
李鏡波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上屆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