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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單方吃虧論」 完全站不住腳
中美貿易戰不斷升溫，繼美
方正式向總值 2000 億美元中國
貨加徵關稅，中方不得不反制
向美國貨對等徵稅後，美國的打壓行動擬進一步升
級。除稱向所有中國進口貨品加稅外，消息指總統
特朗普或會簽署行政命令，禁止美企使用對其 「國
家安全構成安全風險」 的企業所生產的電信設備；
另外一批共和黨議員還提出議案，要求華府禁止向
中國軍方僱用或贊助的科學和工程機構人士發放學
生或研究簽證。特朗普昨揚言， 「美國多年來受到
中國不公平對待，但處於強勢的美國總會勝出。」
不難看出，美國為爭取談判籌碼，已無所不用其
極，所謂極限施壓，不單針對貿易這麼簡單，而是
全方面壓制中國。毫無疑問，相關動作毫無道理可

言，對中國亦毫無可能取得成功，因為同樣吃虧也
有美國自己，此等做法注定自討苦吃。
比如，特朗普針對華為大造文章，又呼籲其他盟
友聯手杯葛華為；不過，相關指控從無證據支持，
僅屬美國一己片面之詞，就連其盟友英國都不以為
然，並不反對華為參與國內 5G 設備建設。為進一步
釋除疑慮，華為昨還提出，願跟包括英國在內的各
國簽訂 「無監控協議」 。的確，華為 5G 設備質高價
廉，競爭力甚至勝過美國；美國既無理由阻礙華為
發展，亦無理由阻礙其他地方使用華為來加大發
展。至於所謂中方長期利用學生到美國進行間諜活
動云云，連美國有官員都勸告不要反應過度，承認
中國學者及學生在美國機構中發揮重要作用。畢
竟，目前在美的中國留學生多逾 36 萬，有研究指他

們所涉經濟貢獻（包括學費及生活開銷等）共值約
140 億美元。美國對中國留學生橫加障礙、諸多刁
難，結果肥水必流別人田。事實上，美國商界及民
間亦早對加徵中國貨關稅怨聲載道，認為只會提高
營商成本及消費物價，對美國本土根本得不償失，
並紛紛出來表達反對意見。一旦美國通脹因而推
高，美聯儲就不得不加息控制；這對千方百計希望
減息的特朗普來說，相信是適得其反。美股自上月
底開始掉頭向下，由最高點計大瀉超過千點，肯定
也非特朗普樂見。若然美國經濟因此走低，甚至再
次陷入衰退，特朗普更勢一手自毀連任總統美夢。
特朗普企圖透過美國的 「強勢」 ，來無理逼使中
國等貿易對手 「就範」 ，其單邊主義霸凌行為既不
得人心，與中國開打貿易戰也必然自食惡果。國家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行主持會議的職責，包括霸佔會議室和主持的席位，
用自帶擴音器叫囂，以肢體衝突方式搶咪，阻止石禮
謙議員就坐和發言。
個別反對派議員罔顧其他議員和秘書處人員的安
危，跳到桌上，或從高處向下撲，導致多名建制派議
員受傷。有的反對派更報警自稱受襲，可謂完美演繹
什麼叫 「惡人先告狀」 。
法案委員會會議至今已經舉行了四次，公眾看到的
只有反對派瘋狂搗亂，會議根本無法按規程正常進
行，不僅審議法案的功能已經完全喪失，而且連人與
人之間的一般正常溝通也做不到，簡直令議會蒙羞。
至此，公眾也可以清楚看到反對派的意圖，他們根本
無意認真審議《逃犯條例》的修訂，他們就是要阻止

任何有意義的審議。他們拒絕履行立法會的憲制責
任，粗暴踐踏議會原則和民主精神。反對派的做法完
全是出於自身政治利益盤算，極不負責任，結果令政
府當局無法詳細解釋法案細節，也令關心《逃犯條
例》修訂的市民無法表達意見，供議員在審議時考
慮。
面對如此議會亂局，民建聯認為，我們應該以負責
任的態度尋求合理合法的方式，恢復立法會審議有關
法案的功能，讓議員能夠全面考慮政府的理據、社會
各界的意見，以至任何可以改善有關立法建議的方
案，理性務實地解決港人在台灣涉嫌謀殺一案所帶出
的問題，特別是爭取為受害人及其家屬伸張正義，並
堵塞法律漏洞，避免香港成為逃犯天堂。

媒體須正確引導社會
周八駿
鑪峰
遠眺

最近，香港不少媒體把報道重心
置於修訂《逃犯條例》，這是不難
理解的，問題是過於強調西方國家
和反對派的負面觀點，而忽略持平
和公正。

對修例報道偏頗
譬如，5 月 7 日，美國國會所屬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發表長
達 8 頁的報告書，攻擊特區政府修
訂《逃犯條例》，會對美國國家安
全和美國在香港的經濟利益構成嚴重風險。若干電子
媒體立即詳盡報道美方不實之詞，卻不加以任何起平
衡作用的評論。作為社會公器，媒體應當同時報道具
爭議的觀點，這是持平；也應當站在對社會負責任的
立場，提供切合事實的評論，這是公正。以美中經濟
與安全審查委員會上述報告而言，居然稱修訂《逃犯
條例》一旦通過，可能導致北京向特區政府施壓，要
求以虛假藉口引渡美國公民到內地，預計受影響的包
括在香港的 8.5 萬名美國公民和 1300 多家美國企業。
試問：如此推斷，豈不是把美國在香港的 8.5 萬名公
民和 1300 多家企業都設定為 「潛在罪犯」 ？難道這
8.5 萬名美國公民和 1300 多家美國企業都會進入中國
內地犯法然後逃回香港？這是彌天大謊。但是，如此
不值一駁的謬論，香港的不少媒體居然信以為真地報
道！

與此同時，值得香港社會高度關注的信息卻被嚴重
忽略了。

應正視物種瀕臨滅絕
5 月 6 日，聯合國發表歷來最詳盡的評估全球自然健
康狀況報告撮要，稱：人類活動對海陸空的破壞，正
加速摧毀地球行之有效的支撐生命、自我復原機制。
報告估計，全球 870 萬個動植物物種中，逾 100 萬物
種面臨在數十年間絕種，消亡速度是過去 1000 萬年平
均數的數萬倍，使地球陷入自 6600 萬年前恐龍消失以
來的最大規模滅絕。報告敦促人類必須對生產和消費
模式作 「徹底改變」 （transformative change），才可
扭轉惡劣趨勢。
如此令人震撼的信息，在香港媒體的視野裏，卻被
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各種喧嘩遮蓋了。
這樣的情形，在去年 10 月 8 日，聯合國發表關於全
球氣候變化的報告時也出現過。那時，40 個國家 91 位
作者和評審編輯，應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在通過《巴黎協定》時發出的邀請，撰寫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PCC）的《IPCC
全球升溫 1.5℃特別報告》公開發表，稱：全球平均
氣溫已較 19 世紀中期工業化之前高出 1℃，預計最快
2030 年 就 會 到 達 各 國 之 前 共 識 訂 立 的 1.5℃ 關 鍵 水
平，並正朝升溫 3℃的 「不宜居」 水平進發。報告用
前所未有的強硬措辭警告，避免氣候災難發生的時間
無多，國際社會必須立即展開 「規模前所未見」 的重

大轉變，才能避免全球氣候失控。
香港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香港必須承擔減少碳排
放、抑制全球氣候暖化的無可推諉的責任。特區政府
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是，社會各界的關注度不
夠。反對派政治團體更是一直耗費社會精力和資源，
同時製造各種形同垃圾的話題干擾香港居民的焦點。
也許因為香港是城市，對地球物種毀滅的感受不如
國家。正因為這樣，香港媒體有責任向香港居民大聲
疾呼：請關心我們生存的星球。人類是大自然的一部
分，同各類物種形成息息相關的生物鏈。恰恰因為人
類是地球上最高等的動物，居生物鏈頂端，高高在上
地浪費和破壞我們賴以生存的生物鏈而不自覺。
如同醍醐灌頂的報告發表了，卻被陷入視角偏頗的
香港不少媒體束之高閣。媒體工作者不可能不看到 5
月 6 日聯合國有關報告關於逾 100 萬物種瀕臨滅絕的
警報。但是，在許多人心目中，不如美方和香港 「拒
中抗共」 政治勢力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重要。
是什麼樣的評判準則使那些媒體工作者本末倒置？
是對西方已然破產的人權觀念的膜拜沖昏了他們的頭
腦。負責任的香港媒體和媒體工作者，包括我們這一
些在媒體撰寫專欄的人士，必須大聲向香港居民說：
請制止反對派繼續上演荒誕不經的政治鬧劇，讓香港
居民有時間和精力仔細觀察城市的氣候變化，有時間
和精力小心聆聽大自然物種的哭泣，為我們自己這一
代，更為我們的子孫後代，保護我們唯一的共同居所
──地球。

續寫亞洲文明新輝煌
黃熾華
亞洲文明對話大會 5 月 15 日在北京
會議中心開幕。47 個國家及域外其他
國家的總統、官員和文化、教育、影
視、智庫、媒體、旅遊等領域代表約
2000 人參加。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開幕式上發表了
主旨演講。他深刻闡述今次亞洲文明對話的意義，提
出各國文明交流、互鑒的四項建議：一、堅持文明相
互尊重、平等相待；二、堅持文明美人之美、美美與
共；三、堅持文明開放包容、互學互鑒；四、堅持文
明與時俱進、創新發展。習近平的精彩講話，不時被
熱烈掌聲打斷，引起與會者共鳴和響應、支持，其巨
大的現實意義無論如何估量都不為過。其親和力、融
合力如及時雨滋潤亞洲和各國人民的心，為構建人
類命運共同體吹響了進軍號角！

北望
神州

擊破玷污文明的謬論
首先，習近平的主旨演講如亮起了明燈，指明了當
今世界在狂風暴雨中的航向。他指： 「當前，世界多
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深入發
展，人類社會充滿希望。同時，國際形勢的不穩定性

不確定性更加突出，人類面臨的全球性挑戰更加嚴
峻，需要世界各國齊心協力應對挑戰，邁向美好未
來，既需要經濟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
是的，面對特朗普的 「美國優先」 單邊主義和向世界
各國掀起的貿易戰、武力恫嚇，亞洲和各國人民就必
須集合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旗幟下；而集合和凝
聚的精神力量，就是推進不同的文明互尊互鑒、美美
與共、開放包容和創新發展。
其次，習近平的主旨演講是照妖鏡、是及時雨，擊
破了玷污文明的謬論，滋潤了不同民族文明美麗之
花。眾所周知，美國總統特朗普不停發表玷污別國文
明髒話，胡言他國新移民或難民是從 「糞坑國」 來
的；而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基倫‧斯金納更臆言
美中衝突是 「一種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識形態的鬥
爭」 ，鼓吹 「這是我們第一次有了一個非白種人的大國
競爭對手」 ，檢拾希特勒種族歧視和滅族戰爭唾餘，為
特朗普 「美國優先」 和新冷戰張目。習主席向各國申
明： 「各國文明本沒有衝突，只是要有文明之美的眼
睛」 。 「文明交流應該是對等的、平等的，應該是多元
的、多向的，而不應該是強制的、強迫的，不應該是單

一的、單向的」 。中央電視總台的國際銳評指：斯納金
的種族歧視丟光了文明人的體面，這哪裏是 「文明衝
突」 ，更像是 「野蠻」 對 「文明」 的突襲。
習近平主席說，希望各國互尊互信，和睦相處，廣
泛開展跨國界、跨時空、跨文明的交流活動，共同維
護比金子還珍貴的和平時光。這語重心長的話語如春
雨滋潤各國人民渴望文明互鑒共融的心，宣告 「文明
衝突論」 的破產。

第二屆 「一帶
一路」 國際合作
高峰論壇早前閉
幕 ， 38 位 國 家 元
首和政府首腦、150 多個國家
和 90 多個國際組織的近 5000 名
嘉賓齊聚北京，涵蓋了全球五
大洲各個地區，盛況空前。論
壇取得豐碩成果，為共建 「一
帶一路」 合作的發展指明了方
向，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走
向共同發展繁榮提供了重要機
遇。習近平主席在論壇上的有
力發言，更為我們前往 「一帶
一路」 沿線國家發展的企業增
添了信心及動力。

國際
視野

顏寶鈴

政府向立法會提交《逃犯條例》修訂
草案，反對派無所不用其極進行阻撓。
建評 他們首先是利用所謂 「規程問題」 ，阻
撓法案委員會選出主席。法案委員會舉
行了兩次會議竟然連一個主席都未能選出，這在立法
會審議法例的歷史中前所未見。內務委員會有見及
此，按議事規則發出指引，建議改由石禮謙議員主持
法案委員會會議，以便進行主席選舉。有關指引獲得
法案委員會多數議員支持，因此已經得到採納，應該
予以遵行，但反對派卻在毫無法理依據下，自行聚
集，由自己人主持，選舉主席，並舉行所謂 「會
議」 。
不僅如此，反對派更野蠻粗暴地阻止石禮謙議員履

陳克勤

我親歷一帶一路的感觸

務實處理逃犯修例

主席習近平昨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發表主旨演講時
提出四點主張：堅持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堅持美
人之美、美美與共；堅持開放包容、互學互鑒；堅
持與時俱進、創新發展。他強調，人類只有膚色語
言之別，文明只紫嫣紅之別，但絕無高低優劣之
分。這對一直錯誤高舉 「白人至上」 的特朗普而
言，絕對擲地有聲，也必贏得世人的認同。
美國財長鉧欽即將訪華進行新一輪貿易談判。正
如中國外交部所言，希望美方能夠看一看國際反
應、聽一聽各界呼聲、算一算自身得失，早日認清
形勢，回歸正軌。須知 「今日之中國，不僅是中國
之中國，而且是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 還望
美國能與中國一道，相向而行，一起為建構人類命
運共同體努力。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哲

孟加拉航班華人增多

「一帶一路」 倡議提出 5 年
多來，在國家的大力推動下，
取得了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成
就，有目共睹。越來越多的企
業前往 「一帶一路」 沿線國
家，在越南、柬埔寨、孟加拉
投資發展、不斷壯大。對此，
我深有感觸：5 年前搭乘飛機
去孟加拉，從機頭走到機尾，
見不到幾個華人；而現在，香
港飛孟加拉的航班上，幾乎有
一半以上都是中國人。越來越
多的廠商諮詢孟加拉投資情
況，新創立的孟加拉國華僑華
人聯合會，接待內地各省市前
往孟國考察的工商業代表團亦
日漸增加。
習近平主席在論壇上的主旨
演講高瞻遠矚、立意深遠，鮮
明發出中國聲音、闡明中國立
場、提供中國方案，充分體現
了中國持續推進 「一帶一路」 建設的堅定信念和必
勝決心。作為 「一帶一路」 偉大倡議的先行先試
者、實踐者，過去 6 年，我在孟加拉身體力行，我
的工廠為當地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促進了所在
村莊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切身體會到習主席所
說的，共建 「一帶一路」 為世界經濟增長開闢了新
空間，為國際貿易和投資搭建了新平台，為完善全
球經濟治理拓展了新實踐，為增進各國民生福祉作
出了新貢獻，成為共同的機遇之路、繁榮之路。

善始善終 善作善為
當下， 「一帶一路」 的建設穩步推進，我國與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的合作大門已開，但很多
「小門」 未開，沿線國家的語言、文化、宗教、法
律制度都與中國不同，企業要 「走出去」 往往很難
邁出第一步，加上極不穩定的政局、投資政策及營
商環境，亦令 「走出去」 的企業備受影響，甚至難
以保障人身安全。所以我特別認同習主席所說，共
建 「一帶一路」 ，應該 「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
辦」 ，建議不斷完善國與國之間的合作機制，加強
中國與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在國家層面的溝通、
合作，通過簽訂外商投資協定等方式，制訂穩定的
投資政策，幫助有意 「走出去」 的企業順利落地、
安全發展。
過去，香港對於國家的發展戰略政策，往往比較
慢熱，尤其是對 「一帶一路」 的響應，很長時間仍
然停留在摸索、探討以及研討會階段。在林鄭月娥
特首的積極推動下，本屆特區政府終於踏出實際行
動的第一步，設立了香港駐曼谷經濟貿易辦事處，
負責香港與泰國、孟加拉、緬甸、柬埔寨的經貿關
係，幫助港企 「走出去」 這些國家落地發展。希望
未來特區政府能在更多的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設
立經貿辦，真正發揮好 「超級聯繫人」 的優勢，為
香港經濟帶來增長動力，亦衷心祝願 「一帶一路」
成功構建人類的命運共同體，做到習主席說的 「善
始善終、善作善為」 。

文明互鑒 續寫輝煌
其三，習主席的中華文明真義展示了無比偉力和凝
聚力。他說，親仁善鄰、協和萬邦是中華民族一貫的
處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華文明鮮明的價值
導向，革故鼎新、與時俱進是中華文明永恒的精神氣
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華文明的生存理念。如
此科學地、精闢地概括中華文明的精華和偉力，必將
鼓舞亞洲和世界各國人民推進文明互鑒，共建美好
家園，並集合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旗幟下，在先
輩們鑄就的光輝成就的基礎上，堅持世界其他文明交
流互鑒，續寫亞洲文明新輝煌。

孟加拉國受惠 「一帶一路」 ，基建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