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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肆虐，彰顯了跨境電子商務的
未來發展前景。作為全球自由貿易的支持
者，近月更是接連收到喜訊，除了由國家
有份牽頭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RCEP）拍板，國家也表明，積極
考慮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
（CPTPP）。筆者認為，香港也應積極計
劃加入，為進一步鞏固固有的競爭優勢，
提供新動力。
CPTPP的11個成員國包括日本、加拿

大、澳洲、墨西哥和秘魯等，部分成員國
與RCEP重疊，僅佔全球GDP的13%。但
值得留意的是，一旦中國加入，GDP佔比
將進一步增至近30%。此外，哥倫比亞、
印尼、韓國、英國和泰國等，都已相繼表
示希望加入。

配合航空樞紐發展區域電商中心
與RCEP相比，CPTPP協議下的開放程

度更廣，成員國須承諾採零關稅原則，尋
求99%產品免稅，並且實行零補貼、零壁
壘，香港相對較容易達至或已符合標準。
對中國而言，加入CPTPP門檻較高，但有
利擴大出口市場空間，進一步優化對外貿
易和投資布局，與國家發展策略的大方向
相近。事實上，自由貿易協議是帶動出口
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亦是世界潮流。
香港是傳統的貿易中心，必須爭取加入雙
邊或多邊貿易協議，以保持競爭優勢。
筆者認為，若香港爭取加入CPTPP，將

可發揮作為南大門的極大優勢，配合航空
樞紐，有能力成為區域內電子商務中心。

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及，機管局將入股珠
海機場，目的是把本港機場的國際航線，
及珠海機場的內地航線，可以更策略性互
補發展，加上「三跑」即將落成，令本港
航空業網絡更廣，更能發揮國內國際雙循
環的重要角色。根據今年的「新華-波羅
的海國際航運中心發展指數報告」，在全
球航運中心城市綜合實力，香港排名第

四，擁有極大的航空物流
優勢。
除了免關稅外， CPTPP

的新規則下，跨境貿易將
變得更順暢，CPTPP成員
國必須保證，貨物能在抵
達機場後的48小時內清關。香港若成為
CPTPP的圈內人，才能享受以上特快貨
品清關的優惠，亦有利做大「經濟餡
餅」，發展其他機遇。

超前思考強化外循環「中介人」角色
舉個例子，香港作為亞洲航空樞紐，從

香港出發至世界各地的客機有固定成本，
單單是載客未必能夠覆蓋所有成本。但如
果客機腹艙載貨，特別是電子商務的貨，
該航線便較有機會產生盈利，並長期營
運，長遠可衍生更多航班或航點，令人流
物流更為暢通。假如將來有更多國家成功
加入CPTPP，自由貿易下的經濟餡餅只會
越做越大，香港從中肯定可以分一杯羹。
除了帶動人流，更可加大貨流，尤其有利
發展電子商務貨運中心。

對於業界而言，港商累積了多年海外生
產的經驗，熟悉國際市場，亦有打造品牌
的經驗。無論加入RCEP或CPTPP，相信
業界都可以利用固有優勢，與內地企業
「拼船出海」，把優質產品帶到世界各
國，共同打開新市場。不過，本港正值
爆發第四波疫情，暫時開關無期，甚至
要度過一個嚴守社交距離的聖誕。眼前
抗疫固然是頭等大事，但特區政府不能
忘記，為香港發掘未來的機遇。我希
望，特區政府要超前思考，積極爭取香
港加入CPTPP，強化在國際外循環中的
「中介人」角色，有助為本港經濟帶來
源源不絕的動力。同時，待疫情稍見平
復後，當局可盡快實施健康碼，率先與
廣東省恢復通關，令本港經濟民生逐漸
恢復正常。

英國干預香港事務，殖民夢未醒乎？
英國內政大臣彭黛玲接見正被香港警方通緝的

「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的表演，正是英國人

「陰陰濕濕」的典型表現。看來西方反華勢力不單

想搞「兩個中國」，還想搞「兩個香港」。筆者支

持國家以至民眾大力發聲，遏止英國人這種荒唐和

「陰濕」的行徑，呼籲所有有血性的港人，對英國

這種妄圖製造「平行體制」及干涉香港事務的行

為，用行動予以譴責。

馮煒光

筆者念大學時公開支持香港回歸，那時中英談判
還在膠着，便有師兄提醒我港英政府很「陰濕」，
千萬小心。果不然，1985 年筆者畢業，那時香港回
歸已塵埃落定，筆者想投考廉政公署的社區關係主
任，港英政府連表格也不給我。回說這段往事，是
因為見到英國內政大臣彭黛玲（Priti Patel）於當地
時間12月9 日在倫敦接見正被香港警方通緝的「香
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以及因逃亡台灣失敗而被
我國海警拘捕的「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的妹妹
Beatrice Li。

西方反華勢力想搞「兩個香港」
在這場接見活動中，羅冠聰身後赫然出現了一

面特區區旗。一個內政大臣的官方活動，這不可
能是無心之失，而是英國人「陰陰濕濕」的典

型表現。英國人想予外界一個印象：羅不僅僅只是
一個民間政治運動的代表，更是一個「流亡政府」
代表， 而英國的內政大臣等同給羅以半官方身份。
看來西方反華勢力不單想搞「兩個中國」，還想搞
「兩個香港」。這和今年 7 月非法「佔中」發起人
戴耀廷在「非法初選」結束後提出要在香港大搞
「平行體制」，不謀而合，互相呼應。
我們愛國愛港市民，對這樣的陰謀，不能掉以輕

心。否則日後「五眼聯盟」國家會紛起仿效，以這
種「側側膊」方式來接見一眾在海外的「港獨」分
子，為他們刷存在感之餘，也為介入香港事務提供
執手。因為西方政客見的再不是幾個流亡的個人，
而是「平行體制下的流亡政府」。這個把戲其實是
要重施 1959 年3 月後對待我國西藏的故伎（恰巧
當年侵略西藏最烈的也是英國殖民者）。故筆者支

持國家以至民眾大力發聲，遏止英國人這種荒唐和
「陰濕」的行徑。

籲所有港人用行動予以譴責
今次英國人其實是想藉着和羅及李的見面，再一次

重申其BNO計劃。英國似乎還未理解到我國對英國
單方面把BNO由旅行證件變為國籍護照的強烈反應
及可能反制。或許英國人想試試我國的底線，他們可
能抱有幻想：「法不責眾」，只要申請BNO的港人
夠多，我國便不方便反制（據說在黑暴肆虐一年來，
發出了約16萬個BNO，其中包括續期的）。但我國
是一定會堅持原則的，英國人玩這小把戲及抱如此不
切實際的幻想，筆者等着看其如何焦頭爛額。
最後，誠如我國駐英使館的聲明所言：「香港已

經回歸，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絕不容許任何外

國以任何方式干涉。」我國外交部還是給英國人留
了點面子，沒有直接戳中其痛處。英國再不是橫行
世界的「日不落國」了，英國再沒有底氣對別國頤
指氣使了。英國殖民者在我國犯下滔天罪行，例如
19 世紀時以大量鴉片毒害我國人民，以便達至英殖
民者夢寐以求的貿易平衡，例如1860 年10 月18日
（剛好是160 年前）英國殖民者又犯下反人類罪
行，刼掠和焚燒了堪稱世界文明瑰寶的圓明園，英
國人至今還未正式致歉及歸還「贓物」呢，這些賬
該怎麼算？
故筆者呼籲所有有血性的港人，對英國這種妄圖

製造「平行體制」及干涉港局的行為，用行動予以
譴責。至於還在發BNO大夢的港人例如許智峯一
家，英國人骨子裏的驕傲和對華人的歧視，你們日
後有足夠時間去體會呢！

2020年，是中美繼續大博弈的一年，
也是中國屢屢挫敗特朗普的「台灣牌」，

以及挫敗蔡英文「美國牌」的一年。其中，最為突出的是
兩個方面，一是改變了台海戰略格局，壓縮了台軍的活動
空間；二是蔡英文當局「經濟脫中」失敗，兩岸經貿在疫
情阻隔下創貿易額新高。

為什麼這樣說？第一，蔡英文當局今年最吹噓的是「美台
關係提升」了，美國國會通過了多個有關台灣的法案，並派
出美國高官訪台，完全無視中美建交三個聯合公報有關美方
不與台灣發生官方關係的承諾，甚至還叫囂「美台建交」。
近日，還有美台政客鼓吹特朗普在下台前訪台，或者國務
卿蓬佩奧訪台，可是這種落台前的蠢事，又有何用？

台海戰略格局已被徹底改變
筆者堅信，這既會受到北京的堅決反擊，而且實際也不

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的。第二，台灣當局以今年獲得了大
批美國軍火而沾沾自喜，美國說要將台灣打造成「豪
豬」，蔡英文說要有「不對稱戰力」。特朗普任內軍售台
灣十一批，總值180多億美元，超過2020年台灣全年
114億美元軍費預算。雖然這些軍售不是一年付清，但是
台灣的「立委」說，這些折合台幣3,000多億的資金從哪
兒出還不清楚，反正蔡英文是「債留子孫」。

筆者認為，第一，所謂「美台關係提升」，不過是台灣
當局的自嗨。實際上解放軍的反擊，包括軍機軍艦越過所
謂「台海中線」，且「繞台飛行」、「繞台航行」常態
化，徹底改變了台海戰略格局。「台海中線默契」沒有了
就沒有了，再也回不去了。這筆賬，台灣的軍事人員其實
會算的。第二，台灣與大陸搞軍備競賽是最蠢的事情。大
陸是陸海空、戰略火箭軍等全體系自造，台灣是基本全
買，自造的經國號戰機和飛彈與大陸相比完全不是一個量
級。現在還要用500億台幣自造一艘潛艇，浪費民脂民
膏。
再說蔡英文的「經濟脫中」。本來，蔡英文五年前上

台，就深知台灣經濟對大陸的依賴，因此玩兩手政策，一
方面說完全認同馬英九發展兩岸關係的成果，繼續享受大

陸方面的紅利，另一方面則積極推行「新南向」政策，促
使大陸台商轉向東南亞發展。今年初她連任，因為知道她
前四年的「新南向」其實是空話，故此她基於「台獨」的
總目標實行「脫中」的大戰略時，主要還是在政治「脫
中」，經貿「脫中」還是較為小心，其政府屢屢發出風
聲，不希望兩岸經濟架構合作協定（ECFA）在9月12日
生效滿十年期後有所變動。

台外貿對大陸依存度不跌反升
但是，疫情深入發展，兩岸人員交流基本停頓，台商也

有資金回流島內，更主要的是特朗普瘋狂反中，瘋狂打台
灣牌，而且由於華為請台積電代工的5G晶片搶在美國限
期前盡量多完成訂單，從而帶動台灣的經濟平穩發展。蔡
英文於是心雄了，「經濟脫中」也說出口了。在她心裏，
經貿「脫中」就是「台獨」的基石，台灣經濟一天依賴大
陸，「台獨」分子就一天不可能宣布法理「台獨」。減少
經濟對大陸的依存度，一向為「台獨」分子的追求，因
此，蔡英文走到這一步內心以為「台獨」進了一大步。只
是數字還是打臉了。
一年下來，台灣外貿對大陸的依存度反而上升了。據台

灣官方公布，今年前11個月台灣對大陸（含香港）出口
額約1367.4億美元，同比增長14%，佔同期台灣總出口
額的43.8%。11月台灣自大陸（含香港）進口額約67.1
億美元，同比增長35.7%，佔台灣總進口額的25.1%。
累計1至11月，台灣自大陸（含香港）進口584.2億美
元，同比增長10.2%，佔同期台灣總進口額的22.5%。
進入11月，美國的大選月，特朗普更瘋狂打台灣牌，蔡
英文也更瘋狂打美國牌，更積極推行「經濟脫中」，重組
美台經濟鏈。但是11月，台灣總出口額為319.9億美
元，同比增加12.0%；進口額267.2億美元，同比增長
10.0%，當月貿易順差52.7億美元。若扣除對大陸（含
香港）的貿易順差77.5億美元，台灣11月進出口貿易出
現逆差。
總結2020年，即使蔡英文再猖狂，也跳不出「如來佛

的五指關」。展望未來，統一的大勢不可阻擋。

「台獨」狂想遭挫 統一大步前進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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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亨利 香港紡織業聯會會長

中醫藥是中國獨特的醫療資源，具有巨
大的經濟潛力和醫療潛力，在抗擊重疾頑
疾，特別是重大公共衞生威脅方面有強大
的優勢，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例如今年
中國內地治療新冠肺炎的總體醫療方案，
稱為「三藥三方案」，其中一藥就是中醫
藥。中醫藥正式介入治療的確切時間，始
於國家衞健委在1月25日發布的《新型冠
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第三版，當
中詳細列出了中醫治療指引。之後在第
四、第五版診療方案中，更增加了醫學觀
察期用中藥。官方對於中西醫治療方案的
成效，總結為「十分明顯」。

大灣區有豐富的中醫藥天然資源和發展
經驗，因而具有廣闊發展前景。民建聯早
前撰寫了《促進中醫藥在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建議書，並在12月3日與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局長曾國衞會談商議如何落實建議
內容。我認為，目前大灣區中醫藥發展的
其中一個大問題，在於三地中藥標準未能
統一。目前內地採用國標的《中國藥典》
標準，而香港則採用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制
訂的中藥標準，兩者在不少地方都有較大
差異。這些差異對兩地的中藥材和中成藥
流通造成不少的障礙，並亟待解決。

第二個問題，就是缺乏藥物互認機制。
目前粵港澳三地的中成藥需分別註冊三次
方可在整個大灣區銷售，這不但妨礙了優
良藥物的流通，更使得一些優質藥品因為
本地市場太小而無法賺取充分資本來提高
質量。舉例來說，香港的藥品一直參照國
際標準，如美國食品及藥品監督管理局

（FDA）的標準。但要進入內地，還是要
重新申請一次。這樣就把一批優質的香港
中成藥拒諸門外了。這個問題也是亟待處
理。
大灣區中醫藥發展有不少重點方向，而

我則特別重視市場力量，因為市場的強大
力量可望倒逼改革，從而有效推動中醫藥
高效發展，故成功打造共同市場乃是一大
關鍵。

這方面可以分兩步走，第一步就是先建
立大灣區中藥材標準體系。粵港澳三地可
以根據實際情況，以先易後難的方式，針
對嶺南地區的常用藥物，聯合制訂大灣區
統一標準。待運作成熟後，再逐步擴大到
其他藥物。長遠而言，可打造出大灣區中
藥材的標準體系，為中藥訂立可靠、可行
的質量標準及清晰明確的化驗檢測鑒定體
系，從而促進三地藥業互融互通。
第二步就是建立大灣區中成藥共同市

場。建議在三地分別註冊的中成藥物，可
以透過互認機制，在大灣區流通銷售，以
形成共同市場。《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高
地建設方案(2020-2025)》提出會「簡化
港澳已上市的傳統外用中成藥註冊審批流
程」，期望有關方面能盡快落實措施。另
外，現時政策已允許香港藥品在大灣區的
港資醫院流通，但主要是西藥為主，希望
能將措施進一步放寬到中成藥，並擴大範
圍至大灣區所有優質醫院。
只有打破壁壘，建立共同市場，才可以真

正促進大灣區內的生產要素流動，進一步推
動中醫藥尤其是南藥國際化和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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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黃教材」聲稱「鴉片戰爭是英國為了幫助中國
消滅鴉片」，曾令社會嘩然，很多網民感慨，當下香港有
中小學教材，連回歸前都不如，教育必須「二次回歸」！

1997年回歸之際，有香港一所教會學校的小學常識科
筆記記錄：「為什麼會爆發鴉片戰爭？英國輸入鴉片，林
則徐禁煙，於是英國派兵攻打中國」。再看看20年後的
香港教育亂象，今年DSE歷史科試卷中，出現一道扭曲
歷史的考題：「是否認同1900—1945年間，日本為中國
帶來的利大於弊」；又有小學老師在教導鴉片戰爭的網課
中表示：「為什麼英國發動鴉片戰爭？因為英國發現中國
當時很多人吸食鴉片，他們為了消滅鴉片，以禁煙為由派
兵攻打中國。」
很多人奇怪，為什麼回歸前一所教會學校，有關鴉片戰

爭的歷史觀這麼「正」，反觀今天的香港教育界，錯誤卻
層出不窮？香港中小學乃至大學教育真的病了。
禍根何在？「根」在教材。2002年，內地教材中驚現

「岳飛不是民族英雄」，筆者隨即在香港文匯報撰文曝
光，教育部發聲明後教科書載明「岳飛是民族英雄」，恢
復了歷史事實，樹立了正確價值觀。這其中，政府撥亂反
正、一錘定音的作用最為緊要。

教材改革要撥亂反正
從1997年香港回歸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香港人的

國民身份認同感曾經不斷上漲，但香港各界忽視的是，青
少年教育中的禍根早已埋下，隱患已在滋生。在2002
年，香港政府不顧包括何漢權在內的教育專家的明確反
對，徹底取消回歸前中國歷史作為必修科的地位。取而代
之的，是香港教育局放棄主導，讓各個學校自行其是，很
多學校將初中中國歷史科併入人文的綜合科，有的學校不
再單獨教授中國歷史，而是合併到西方史中講授，甚至自
行編修課本。當時，反對聲浪薄弱，就此種下錯誤的種
子。
2008年北京奧運會後的第二年，香港政府仍未意識到

錯誤，中國歷史必修課未回歸，反而將原本只屬於選修課
程的通識教育科列入高中必修課，政府並未有真正的主導
權，這些各行其是的通識「教科書」多次被揭發存在偏頗
或錯誤內容，課程內容、評核方式及存廢等問題一直備受
爭議，導致更嚴峻的問題。

欲要亡其國，必先滅其史。如果不重視歷史，越是看似
高光時刻，越會滋生隱患。

筆者觀察近20年來香港教材的改革，尤其是2014年違
法「佔中」以來的教材情況，正是香港政府放棄了教材主
導權，令教協等反對派組織將通識教育當作宣揚錯誤歷史
觀與「港獨」思潮的平台，令政治滲入校園，以政治「綁
架」學校、學生。香港社會發生震盪時，歷史、通識教材
「無王管」，別有用心的人以老師的身份，向青少年下
手，誤導青少年進行違法抗爭的事情頻頻發生。

加強學生國情教育是當務之急
令人欣慰的是，中國歷史科終於在2018/19年度成為初

中獨立必修科；特首林鄭月娥在2020年最新的《施政報
告》明確提出，要進行高中通識課程改革。20年來，特
區政府終於找對「藥方」，當前需要的是政府落實的執行
力，通識課改革絕不可延宕敷衍。
痛定思痛，加強德育、公民和國民教育，加強學生對中

華文化和國情的認識，正是正本清源，當務之急之舉。
為什麼香港教材有關「鴉片戰爭」的議題備受關注？因

為英國在鴉片戰爭中的野蠻暴力，正是香港問題的起點，
一頁頁有關「鴉片戰爭」的試題、筆記，每次曝光都引起
熱議，「鴉片戰爭」的是非曲直，折射着香港教育的得
與失。

經歷過違法「佔中」、反修例黑暴，香港教育已到必須
全面撥亂反正的時刻。香港教材不能再「無王管」，香港
中小學生歷史教育、國民教育、國情教育必須要全面加
強，青少年是國家和香港的未來，香港教育要實現「二次
回歸」，東方明珠才能有光明未來。

香港教育要「二次回歸」正本清源
凱 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