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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社團總會會長、太平紳士
《晏子春秋》載，利於國者愛之，
害於國者惡之，意思是說，對於國家
有利的，我們要愛戴擁護，對於國家
有害的，我們要痛恨反對。

堅決撐警愛警助警
香港已經亂了兩月有餘，經濟節節衰退、民生漸漸
凋零，社會不寧、民心惶惶。香港是我們的家園，這
裏有我們的鄉親，我們應該利於港者愛之，害於港者
惡之，對於愛國愛港愛民之舉，我們應該無畏地站出
來堅決支援，對於暴徒暴力暴行亂象，我們更應該勇
敢地站出來堅決反對。
堅決維護 「一國兩制」 。回歸以來的香港，之所以
還是香港，就是因為有 「一國兩制」 ，我們要堅決維
護 「一國兩制」 。任何破壞 「一國兩制」 、破壞國家
主權的 「港獨」 勢力和賣港行為，我們都要堅決反
對。
堅決撐警愛警助警。警員是守護香港承平的英雄，
是維護香港治安的支柱，是穩定香港局勢的關鍵，是
守住香港社會穩定的最後一道屏障。我們要堅決支持
警隊、擁護警隊、愛護警隊、協助警隊。任何攻擊詆
毀、中傷抹黑、栽贓嫁禍、誣告陷害警隊的行為，我
們都要堅決反對。
中美貿易戰加劇，香港亂象頻生，多事之秋，內憂
外患，香港已經氣息奄奄、搖搖欲墜，未來發展岌岌
可危。為恢復經濟、維護民生、紓難解困，政府已經
出台利民政策、決定派糖救急。政府對市民好、經濟
好、社會好，我們就要堅定擁護、堅定支持。對於損
害市民利益、破壞香港經濟、擾亂社會穩定的論調和
行為，我們就要堅決反對、堅決抵制。

莫自毀前途優勢
在香港持續混亂之際，隔岸的深圳已獲得中央支持
建 「先行示範區」 。深圳 GDP 去年已經超過香港，大
有取代香港之勢。如果香港持續內耗，自毀前途優

深水埗暴亂現場。
勢，恐失大灣區龍頭地位。我們堅定支持香港從速止
暴止損，加強深港合作，抓住機遇，珍惜和保護香港
難得的優勢。
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事務是中國的事務、中國
香港的事務。香港人有能力處理香港事務，即使香港
自己解決不了，也應由中國解決。我們堅決反對外國
勢力染指香港，堅決反對干涉中國內政，堅決反對勾
結外國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賣國賊和賣國團體。
回歸以來，香港一直是和平包容、安閒平靜、繁榮
穩定的城市，而最近兩個月，香港完全變了，變得恐
怖暴力、殘虐可怕，這都是拜暴徒、禍港者和賣國賊
所賜。我們堅決支援嚴懲重罰暴徒的犯罪行為，我們
堅決支持譴責追究禍港者的卑劣做法，我們堅決支持

揭露批判賣國賊的醜惡行徑。
學生和孩子們是祖國的未來、香港的未來，是我們
城市的希望、家庭的希望。香港的未來，需要企業
家、科學家、發明家、文學家，需要實業家、教育
家、思想家、哲學家，我們不需要街頭的暴力反社會
青年。我們堅決反對把懵懵懂懂的孩子從課堂裏趕出
來參與社會政治運動。
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裏寫到，常思奮不顧身，
而殉國家之急，意思是說不考慮自己的安危，來赴國
家的急難。作為香港人，當我們的家園需要我們，如
果我們有一絲能力，我們就應該挺身而出、盡力而
為。即使我們實在無能為力，也應該至少做到 「勿以
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

長沙市港區政協委員 金霖沅

美台是反修例幕後黑手
中美貿易戰的摩擦已經是家喻戶曉的明戰，但在
面之下，如今的香港社會為何撕裂到如此地步，暴力
活動不斷發生和升級，我們不得不提出假設，美國政
治勢力在香港充當了什麼角色？我們先看事實，香港
的反修例風波持續蔓延，如今已經從街頭的和平遊行
示威變味為衝擊佔領特區立法機構，圍堵警察總部和
稅務機構，癱瘓香港國際機場，以及衝擊中央人民政

亂港暴徒
逾兩個月的
暴力衝擊破
壞，令整個
香港社會苦
不堪言，亦
給 本 地 經
濟、民生和
香港國際形
象造成巨大
李秀恒
傷害。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近日表示，目前
「經濟颱風」 已迫近，假若第三
季按季數字續呈負增長，本港經
濟將技術上陷入衰退，政府已將
今年全年的經濟增長預測，由原
先的 2%至 3%，下調到 0%至 1%。
許多市民和企業亦看到了暴亂
對香港造成的破壞，紛紛譴責暴
徒的行為及支持警方嚴正執法，
令社會回復平靜。惟在社會主流
民意強烈反對的情況下，亂港暴
徒仍可以繼續四處鬧事，這不禁
令人聯想，是否有隻看不見的
「黑手」 ，在幕後煽動和支持暴
徒發起亂港行動，以達到亂港制
華的目的？

美亂港制華昭然若揭

香港何去何從？
近期，美國單方面忽然宣布把中國
港青 列為匯率操縱國，令全球市場震驚。
講港 按照目前的形勢，我們可以很清楚地
看到，中美之間的經濟摩擦已經從原
來的貿易戰、科技戰，擴大至如今的貨幣戰、金融
戰。有專家預計此番中美經濟冷戰將會曠日持久，在
全球兩大經濟體撕扯的角力下，本以轉口貿易和金融
為基礎的香港該如何應對，在香港激進示威者的行為
「已經構成嚴重暴力犯罪，並開始出現恐怖主義的苗
頭」 的社會極度動蕩下該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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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駐港機構，甚至塗鴉國徽、侮辱國旗，這背後是與
美國政治勢力的深度介入分不開的。香港特區前特首
董建華已經公開表示，美國與台灣是香港反修例運動
的幕後黑手。確實，自回歸以來，由於香港的特殊地
位，外國許多別有用心的政客和反華勢力常常利用香
港和內地制度之間的差異，煽動港人對內地的恐懼情
緒，破壞內地和香港的關係，根本目的就是想讓香港
變成國際博弈戰場，令香港變成反抗中央基地，從而
成為牽制中國的棋子。董建華先生更直言不諱地談
到，這次政治風暴提升之快速、規模之龐大，組織似
是鬆散而實在是精密隱蔽，與過去的群眾運動明顯不
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也表示，中國絕不會容忍任何
外國勢力插手香港事務， 「我們奉勸美國趁早收回他
們在香港伸出的黑手」 。

有能力破解香港難題
在中美貿易戰背景之下，我們必須要清楚認識到香
港內部的反對派和外部政治勢力的蠢蠢欲動，他們密
切配合並躍躍欲試，試圖將香港變成中美對抗的前沿

陣地。但是，我們相信，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中國人
民有能力也有智慧化解香港內部的各種社會矛盾，破
解香港的發展難題，讓外部政治勢力試圖亂港、鬧
港、廢港的圖謀不可能得逞。回看歷史，冷戰初期的
「柏林危機」 歷歷在目，當時柏林也是因為特殊的地
理位置，當然地成為了當時美蘇對峙的前線。可是，
昔日的柏林和今天香港的定位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早在英國對香港實施殖民統治期間，中國政府就已
經要求聯合國將其從殖民地的名單中剔除。回看香港
回歸的這 20 多年來， 「一國兩制」 的成功實踐證明了
香港不是東方與西方對抗的前哨，而是成為中西方交
流對話的樞紐城市、中國和世界各國進行經貿活動往
來的重要視窗，以及中西方展開戰略合作的高端平
台。正是由於中國人的智慧和勤勞，香港得以在過去
幾十年間成長為世界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
心、經濟中心。香港今天的地位和角色是中國人民順
應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潮流，並運用中國智慧塑造而成
的，這不僅有利於中國的發展，也有利於世界各國合
作和利益協調，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發展的大局。

以靜制動是貿戰最好策略

其實，早在 6 月亂港衝擊事件
發生之初，就有聲音指出，事件
背後可能有幕後黑手策劃和操
控，破壞香港社會穩定。雖然暴徒們一直堅稱行動沒
有 「大台」 ，但從他們熟練地撬起地磚、有組織的物
資供應鏈和仔細的分工等細節，都可以看出幕後是有
策劃者的。
較早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記者會答問環節曾指
出，造成香港現時的局勢是 「美方的一個作品」 。近
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對香港局勢的表態，就正正露出
了 「狐狸尾巴」 ，他公開表示 「若中國想與美國達成
貿易協議，首先要人道地處理香港問題」 。同時，美
國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發聲明，稱中國政府須履行對
香港自治之承諾，否則會面臨美國的制裁。美方的連
串動作，正是圖窮匕現，說明了香港的亂局與美國脫
不了關係。
若有留意整個事態發展便能發現，香港特區政府和
警方一直按照基本法規定，給予市民和平集會和遊行
的權利，只是在遇到一些暴徒刻意破壞公共設施和衝
擊警方防線時，才出手制止暴徒。可是一眾反對派議
員和亂港分子頭目，故意扭曲事實，抹黑警方維護法
紀的行為，以達到煽動年輕人和學生上街與警方對抗
的目的。

一場內外勾結大龍鳳
今次的政治風波，明顯是一場多股反華勢力和 「港
獨」 分子內外勾結的 「大龍鳳」 。在此不再贅述一些
老牌政客近期頻頻赴美 「咬耳仔」 ，就以上周癱瘓機
場事件發生前黃之鋒在網上的言論為例，當時他在網
上平台直播時不斷散播仇警言論，鼓勵學生和年輕人
到機場參加非法集會，又拿出面罩、口罩、頭盔等，
宣稱要在海外網站購買升級裝備。要知道，在 8 月 6 日
黃之鋒就被揭發與羅冠聰在酒店與美國駐港澳總領事
館政治部主管會面，之後就有網上鼓吹佔領機場行
為，以及癱瘓機場的行動，箇中聯繫耐人尋味。其
後，黃之鋒又聯同陳浩天等人在集會上明目張膽乞求
美國和英國通過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試問是何
居心？
事實上，外交部、港澳辦和中聯辦早就指出，有外部
勢力為香港暴力分子撐腰打氣，一再促請其他國家尊重
中國國家主權，不要以任何方式插手和干預香港事務。
所以，市民大眾必須擦亮眼睛，認清暴徒和外國勢力的
意圖，不要為局勢添煩添亂。筆者更希望廣大學生和年
輕人，冷靜一下，切勿把自己的一腔熱血變成被人利用
的 「棋子」 ，做出一些 「親者痛，仇者快」 的行為。正
如那位曾被暴徒襲擊而舉槍制暴的劉警官所言： 「香港
警察有能力處理這些暴徒，只恨他們也是中國人，打不
是，不打也不是！真的很心痛！」

易憲容
據報道，上個月美國貿易談判代表團
上海會議之後回到美國，到白宮向美國
總統特朗普匯報，特朗普覺得談判的結
果相當讓他不滿意，因此不顧白宮眾多
官員的反對，立即拍板對剩下約 3000 億美元中國出口
美國的商品加徵 10%關稅，從而將對中國出口美國商
品所徵收關稅推到了極致，也置美國消費者和經濟利
益於不顧。當時有美國媒體報道，特朗普之所以要這
樣做或這樣草率地決定，是因為特朗普即將出席競選
造勢活動，自己要向農產品遲遲不能銷往中國的美國
農民有個交代。此次出招受到中國反制之後，特朗普
政府立即又揮舞出中國為 「匯率操縱國」 的大旗，一
計不成再來一計。

名家
指點

特朗普反覆無常
但是，在 8 月 13 日，中方貿易談判團隊應邀與美國
貿易代表通電話，美國政府表示暫緩執行或取消部分
3000 億美元中國出口美國商品 10%關稅，宣布把手
機、筆記型電腦等電子產品的新關稅，推遲至 2019 年
12 月 15 日才生效，說是不能影響美國居民聖誕節消
費。全球市場以為中美貿易戰的談判有了轉機，美國
政府伸出橄欖枝，全球股市大漲。但實際情況並非市
場估計的那樣理想。
對此，中國的簡短公告只提到在通話中對關稅作出
嚴正交涉，雙方約定兩個星期後再通電話。美國貿易
代表處公告則指出，考慮到公眾意見，部分來自中國
的貨品額外 10%關稅的開徵日期將延至 12 月 15 日，也
有部分因健康、安全、國家及其他因素的考慮，與之
有關的商品會從徵稅清單中剔除。據《華爾街日報》
統計，這次美國延遲徵收關稅的商品，2018 年涉及的
進口值為 1560 億美元，維持 9 月 1 日加徵關稅的商品
其總值有 1070 億美元，如果以 2018 年進口 3200 億美
元中國商品總值計算，即只有約 600 億美元貨品可能

不在這個徵收關稅名單之列，而這些都是美國進口商
指無法在其他國家可買到的商品。其實，在這個免徵
關稅名單外的市值已經不是太重要了。
而且特朗普還在放話，很快就會跟中國領導人通
話，又相信中美貿易戰將在短時間內結束；不過如果
中國報復，美國會有 「極限報復」 措施。而中國《人
民日報》對此的回應是， 「堅決反制、奉陪到底。」
其實，這已經顯示特朗普那種極限施壓做生意的方法
對中國早就失靈，早已一錢不值。但特朗普還在自說
自話、自吹自擂。不過，對中國來說，特朗普這樣做
同樣是不重要的東西。特朗普願意如何說，由他便
是，根本上不要理睬太多。
但是，特朗普在中美貿易戰等問題上的朝三暮四、
出爾反爾已經把其商人極端自私的本性表現得淋漓盡
致。對於特朗普來說，他沒有做人的底線，也沒有做
人的道德，更沒有文明社會基本的普世價值，他只有
極端的個人短期利益。而為了達到這種短期利益，特
朗普什麼下三濫的招數都會使出。說謊、欺詐、威
脅、恐嚇、沒有誠信、不遵守承諾，甚至於污辱他人
等，小人得志，任何爛招都會用上。由於特朗普是這
樣，他的軟肋也很容易暴露出來，就是為了 2020 年總
統選舉的選票出招。

不隨特朗普起舞
所以，就當前的情況來看，特朗普的政策及言論都
圍繞如何爭取 2020 年美國總統的競選選票而動，這
是目前特朗普最為重要的短期利益。可以看到，當中
美貿易上海談判沒有得到中國大量購買美國農產品的
成果，他就馬上翻臉，馬上又用加徵關稅來威脅中
國。當中國不賣他的帳時，只得退而求其次。所以，
在未來的中美貿易談判中，中國根本就不要隨特朗普
起舞，特朗普要如何說由他去，堅持中國的底線、堅
持中國的原則，以靜制動。特別是特朗普這種短期利

益並不是恒常的，會隨2020 年美國總統選舉的行情
而變化。所以，特朗普在中美貿易戰中今後會出什麼
爛招，我們根本不知道。
只要中國隨特朗普起舞，特朗普就會洋洋得意、自
說自話，說他如何有能力制裁中國，打中美貿易戰，
美國如何贏了，中國如何輸了。只要中國以靜制動，
不隨特朗普起舞，特朗普就會沒招應對。中國特別不
能用既損他人也不利己的損招來應對，比如採取人民
幣對美元貶值的匯率戰。此招看上去立竿見影，通過
人民幣對美元的貶值可以對沖特朗普對中國出口美國
商品加徵的關稅，但實際上人民幣破 「7」 後這種心
理價位並不是多麼重要，而是會讓中國進口商品的價
格更貴，導致國內資金外逃，導致國際市場對人民幣
失去信心等。可以說，這些方面比對沖美國對中國出
口的商品加徵關稅更為重要。
對於中美貿易戰，中國的以靜制動並非輿論上的火
力大攻，特別不要與特朗普對罵，而是要計算如何以
小博大。比如說，美國加徵中國出口美國的 3000 億美
元商品關稅，這重要嗎？其實，即使美國徵收關稅
後，中國 3000 億美元不賣一分錢到美國，中國不是與
美國少做了 2 萬億元人民幣的生意嗎？而 2 萬億元人
民幣的生意對於中國 90 萬億元人民幣的 GDP 根本就
不是太重要的東西。更何況這 2 萬億元人民幣的生意
不與美國做，也可與其他國家做。如果中國以這樣的
心態進行中美貿易戰，特朗普肯定是無招可出。
還有，在中美貿易戰中，中國以靜制動還在於找到時
機，在貿易談判中獲得更利於中國的談判協定。中國不
是不與美國就貿易談判，而是要讓談判不停止，但不急
於出手，要出手就勢在必得。小打小鬧不與之玩，要玩
就玩大的。在這方面貪圖蠅頭小利的商人總統特朗普，
太容易拆其招數。所以，中國政府要組織強勁的研究班
子及情報團隊，準確地把握動向，以柔克剛。這樣，不
僅能夠取勝，而且取勝的結果比預想的要更好。

亂港分子面見美國官員。

美「關愛」難消受
美國總統特朗普公然將中美貿易
談判與香港局勢問題綑綁，聲稱若
圖評 中方使用武力，便難以簽署美中貿
易協定云云，副總統彭斯亦 「接
力」 重申一次特朗普的聲明。在中
美貿易戰的大背景下，美國對香港屢屢投以 「關
注眼神」 ，難道是因為 「愛」 嗎？不要太天真
了。香港有部分人士對美國的介入趨之若鶩，更
主動上門進行配合，實是為美國的遏華戰略做馬
前卒，禍港害港，這些人可謂既蠢又壞。
如果香港成為一張對付中國的牌，對香港和國
家的損害都是不言自明的，香港成中美角力的戰
場，處境會更不利。誰在關心香港？誰在利用香
港？誰為香港好？誰在破壞香港？港人應該心裏
有數，來自美國的 「關愛」 ，香港消受不起。
方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