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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經濟政策成及時雨

香江

2022 年 6 月 2 日 星期四

開啟良政善治新篇章

5 月 25
日，國務院
召開全國穩
住經濟大盤
電視電話會
議，逾 10 萬
人參加，會
議從財政、
金融、產業
鏈 及 供 應
鏈、消費及
李秀恒
投資、能源
安全及保障民生等六方面眼，
共推出 33 條穩經濟一攬子政策措
施。筆者認為，本次會議，對於
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的內地市場來
講，可說是一場 「及時雨」 。
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
明確指出，中國經濟發展面臨 「需
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 三
重壓力。進入 2022 年，雖然首季度
內地依然取得了 4.8%的經濟增長，
但隨國際上受俄烏衝突及環球加
息周期的影響，內地則困於 Omicron 變種病毒的廣泛傳播性，需要以不同程度的封控
措施實現清零防疫，市場預期進一步轉弱。
市場信心不足直接影響到有效投資及消費預期，
投資者即使在寬鬆的借貸環境之下亦會降低投資力
度，消費者則會由於預期收入下調而控制消費力
度，進入市場預期再次削弱的惡性循環。
在經濟負面因素叢生的壓力之下，能夠如此迅速
地在第二季度中段舉行一個規模如此龐大的全國性
會議，明確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並由中央為地方的
具體政策制訂確立方向，可見中央政府依然體現了
果斷的決斷力及執行力。
中央政府的 「穩經濟」 信號直接明確地傳達至全
國 2844 個區縣級地方政府，從而促進各地加速因地
制宜部署具體經濟振興措施。以封城逾兩月的上海
為例，其公布了一系列刺激經濟方案，並於昨日起
全面有序 「復工復產」 。消息一出，餐飲、零售、
百貨及旅遊等行業板塊的股價應聲上揚，可見市場
上仍有足夠多的資本 「整裝待發」 。
根據目前可得的高頻數據 ，5 月行業開工率轉
暖、貨運及物流擾動的情況亦有所好轉，5 月製造
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從 4 月的 47.4 升至 49.6，
表現整體經濟活動回暖，然而企業和居民的借貸意
願依然未有明顯的復蘇，投資意欲持續低迷。
回顧 2008 年，中央政府應對環球金融海嘯危機，
曾經大力發展基建，以國家投資帶動經濟反彈，並
為隨後多年的發展奠定堅實基礎。雖然目前經過多
年的發展，基礎建設投資的邊際效應亦遞減，未必
能有當年的成效，但涵蓋 5G 基站、特高壓電網、城
市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
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七大範疇的 「新型基礎設
施」 將為經濟增添新活力。
目前內地經濟正處於溫和復蘇的狀態中，隨疫
情的進一步回暖，政府帶頭加強對基礎設施和重大
項目的金融支援，定能為民間創造更多機遇，帶動
民間投資盤活經濟。

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獲中央正式
任命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
官，習近平主席高度肯定其愛國愛港堅
定立場，敢於擔當、積極作為的實幹精
神，並對其維護國家安全、促進香港繁榮穩定的能力
予以充分肯定和信任。我們亦深信由李家超帶領的新
一屆特區政府能夠做出好成績，為香港發展譜寫新篇
章。
習主席強調，中央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
的決心從沒有動搖和改變。新選舉制度推動落實 「愛
國者治港」 ，團結社會各界力量，為建設香港良好局
面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必須倍加珍惜和長期堅持。
李克強總理在頒發《國務院令》時亦提到，中央將
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全力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保
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同時也要求新一屆特區政府鞏

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地位，培
育新的增長點、加快打造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繼續做
好疫情防控，以及解決市民切身問題。
中央領導的殷切囑託，體現了國家對香港發展的關
心與重視，我們深感鼓舞和激勵。事實上，中央政府
和祖國內地始終是香港戰勝各種困難和風險挑戰的堅
強後盾。中央政府就行政長官的任命有其憲制角色、
權力和責任，是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的重要體現，也
是特區行政長官履行向中央負責的憲制責任之起點。
我們堅信新一屆政府定能本對中央負責的原則，廣
泛團結各界人士，積極回應社會關切，真正提升治理
效能。

「愛國者治港」 利繁榮發展
完善特區選舉制度後，香港先後成功舉行了選舉委
員會、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選舉，為推動符合香港實際

的民主發展邁出堅實步伐，也為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
港」 、塑造良政善治新格局帶來重要意義。
面對新冠疫情衝擊和國際複雜局勢，香港需要有堅
定意志、具前瞻眼光的行政長官，帶領香港在新時代
應對新挑戰。李家超處事務實，具備豐富政府工作經
驗，尤其在處理 「黑暴」 事件、推動落實香港國安
法、完善選舉制度等方面均展現果斷作風和勇於擔當
的毅力，相信在其領導下，香港社會必定更加團結，
穩步實現高效施政，同心協力應對社會深層次問題。
今年是香港特區成立 25 周年，在香港國安法及完善
選舉制度的雙重保障下，新的特區管治隊伍必定能團結
社會各界，帶領香港走向 「由亂到治，由治及興」 的發
展新階段。香港中華總商會將與各界全力支持和配合新
任行政長官和新一屆特區政府有效施政，聚集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講好
香港故事，攜手為香港長遠發展譜寫新篇章。

寄望新特首推動香港變革
民建聯副主席 陳克勤
日前，中央政府正式任命李家超為
第六任行政長官，李家超獲得國家領
導人接見。而國家領導人在不同場合
發表的講話，及對下屆政府寄予的
厚望，也都是民建聯及全港市民的心

建評

聲。
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今年適逢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
年，儘管過程中經歷許多風雨挑戰，但 「一國兩制」
在香港的實踐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而在中央政
府、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亦
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並期待新一屆特區政府帶
來新氣象，引領香港由治及興。李克強總理亦表示，
中央政府會繼續全面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 ，全力支

持香港應對多種風險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全力協助
香港鞏固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及貿易中心地位，
以及全力支持特區政府維護社會穩定、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
我們認為，疫情持續折騰香港、地緣政治風險上
升，加上長期積累的本地深層次矛盾，如高樓價、
貧富懸殊、經濟結構單一、青年缺乏上流機會等，
都讓香港管治愈加困難，亦為 「一國兩制」 在香港
的實踐帶來嚴峻挑戰，故此，新特首必須盡快擬定
各項施政計劃及改革，務求上任後的短期內能交出
成績，讓市民切實感受到新政府有所作為，並且具
有變革社會、解決問題的決心與能力。李家超早前
表示上任後會研究設立 「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

組」 及 「土地房屋供應統籌組」 ，並特別要求 「公
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 在他上任 100 天後交出第一
份報告，提出加快房屋供應的意見建議。可見，新
特首認同讓社會盡快感到新氣象、新希望的重要
性。
新任特首李家超愛國愛港立場堅定，敢於擔當，積
極作為，我們相信，在他帶領下的新一屆特區政府，
定會致力落實習主席和中央的重要指示，團結社會，
推動變革，強化施政效能，切實為市民做事、克服疫
情、重振經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並在對立衝突的
世界格局中配合國家發展，推進中華民族復興大業，
為香港的未來開啟新局面，為 「一國兩制」 的實踐開
啟新篇章。

美國無力同時對付中俄
周八駿
美國東部時間 2022 年 5 月 26 日
上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喬治
華盛頓大學發表題為《拜登政府
對中國的方略》（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的 演
說。不少中外媒體報道的標題，
都突出布林肯稱美國不與中國打
「新冷戰」 ，折射國際社會和中
國包括香港不少人的一廂情願，
其實，布林肯演說的主旨是美國
執意遏制中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

鑪峰
遠眺

偉大復興。

拜登政府無恥且虛偽
布林肯稱美國不與中國打 「新冷戰」 ，了無新意。
因為，美國總統拜登 2021 年 11 月和 2022 年 3 月先後兩
次與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視頻對話時，反覆表示美國
對中國 「四不一無意」 ：不尋求同中國打 「新冷
戰」 ，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關
係反對中國，不支持 「台獨」 ，無意同中國發生衝
突。但事實是，美國完全違背其承諾。與特朗普的無
恥相比，拜登政府不僅無恥而且虛偽。特朗普即使謊
話連篇，但至少不掩飾其粗野。拜登卻是好話不停
說，壞事不斷幹，臉都不紅一下。
布林肯演說中兩點有一些新意，值得注意。
第一點，布林肯明確表示，拜登認為接下來的 10 年
是 「決定性」 的。向外界傳播的信息是，拜登將在其
任內（包括拜登已表明將爭取連任的任期）領導美
國、統領盟國，打勝與中國競爭的關鍵之戰。據說，
拜登是以領導美國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羅斯福
總統為楷模。他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中，掛了 5 位前
總統肖像，羅斯福肖像被置於中心，華盛頓、林肯等
美國開國元勛的肖像居於旁邊。拜登以美國 21 世紀
「戰時總統」 自詡。這是我們判斷世界大勢和中美關
係的重要依據。
第二點，布林肯宣布，鑑於中國對美國挑戰的規模
和範圍如此之大，對美國外交構成前所未有的考驗，

美國國務院將成立中國工作小組（China House）。
這是一個跨部門綜合團隊，旨在協調、實施美國政府
關於中國的政策。
除了上述兩點，布林肯在演說中把拜登政府對付中
國的戰略方針歸納為三方面：投資、對齊、競爭
（invest, align, compete）。其中， 投資美國基礎設
施、科技等等以提振美國實力，不啻承認美國的實力
下降。
就美國而言，它是在同時對付兩個大國──中國和
俄羅斯，當然，主要是對付中國。布林肯在演說中
稱： 「即使普京總統對烏克蘭的戰爭仍在繼續，我們
仍將專注於對國際秩序的最嚴重的長期挑戰──這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構成的。」 布林肯對俄羅斯使用的是
「戰爭」 一詞，對中國使用的是 「競爭」 一詞，折射
美國對於不得不同時對付中俄不無忌憚。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Sergey Lavrov）2022 年 5 月
27 日亦即布林肯對華演講翌日，在俄羅斯外交部下屬
的俄聯邦主體理事會會議上稱，美國已向俄羅斯全面
宣戰，而且，到了荒誕無稽的地步，例如，廢除俄羅
斯文化及與俄有關的一切事物。拉夫羅夫認為，美國
的 「恐俄症」 （Russophobia）將持續很長時間。

基於意識形態的結盟不可靠
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華春瑩發推文稱，布林肯對華
演講 「聽起來更像是針對中國發起全面戰略競爭或戰
爭的宣言」 。請注意，華春瑩使用了 「全面戰略競爭
或戰爭」 的表述。
美國有力量同時進行對俄羅斯的全面戰爭和對中國
的全面戰略競爭或戰爭嗎？換一個角度問，美國能夠
通過投資國內來建立同時對付中俄兩個大國的實力
嗎？未來 10 年，不僅對美國對付中俄至為關鍵，對於
美國對付本國問題也至為關鍵。美國政治制度危機和
社會空前嚴重分裂不可能在未來 10 年得到解決，從
而，導致美國實力下降的結構性因素將繼續阻撓美國
發展。
美國獨自無力對付中俄，指望加強與盟國團結來對
付中俄。問題是，基於意識形態的結盟不可能代替地
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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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要求償債書

法定要求償債書

根據 [破產條例] (第6章) 第6A(1)(a)條作出的法定要求償債書
須立即償付的經算定款項的償項

根據 [破產條例] (第6章) 第6A(1)(a)條作出的法定要求償債書
須立即償付的經算定款項的償項

致：XU XIAOQING (徐晓晴) (持香港身分證號碼：M481XXX(X))
地址：香港北角英皇道425-431號安寧大廈10樓F室

致：CAI JINFENG (蔡錦鋒) (持香港身分證號碼. R926XXX(X))
地址：新界葵涌銀行大廈大隴街39號10樓F室

現特通知，債權人 保誠保險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鰂魚涌華蘭路
18號港島東中心59樓) 已發出 “法定要求償債書”。

現特通知，債權人 保誠保險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鰂魚涌華蘭路
18號港島東中心59樓) 已發出 “法定要求償債書”。

債權人要求你立即償付HK$429,213.09(HK$357,540.48為100%之
Monthly Finance及HK$56,166.33 為Commission Account Own Debit
Balance for September 2021合共為HK$413,706.81加：以
HK$413,706.81計算的利息，以8%計算，由2021年11月29日起計至
款項付清時止，直至本法定要求償債書為至，即2022年5月18日，
利息為HK$15,506.28(每日利息為HK$90.68)

債權人要求你立即償付HK$481,803.67(HK$384,000.00為100%之
Sign On Fee, HK$68,155.31為100%之Monthly Finance及
HK$24,219.04為Normal Finance，合共為HK$476,374.35加：以
HK$476,374.35計算的利息，以8%計算，由2022年3月28日起計至
款項付清時止，直至本法定要求償債書為至，即2022年5月18日，
利息為HK$5,429.32(每日利息為HK$104.41)

該筆款項現已到期應付，這根據下列文件：1. 一份於2019年4月1日生效由雙方所簽定的Service Agreement;
2. 一份於2019年4月1日生效由雙方所簽定的代理人合約；及
3. 一份於2019年4月1日生效由雙方所簽定的代理人經理合約

該筆款項現已到期應付，這根據下列文件：1. 一份日期為2020年1月30日由雙方所簽定的Financing Agreement
for Senior Unit Manager；
2. 一份於2020年2月1日生效由雙方所簽定的代理人合約；及
3. 一份於2020年2月1日生效由雙方所簽定的代理人經理合約

法定要求償債書乃重要文件，當本文在報章上首次登載之首日，
便當作已在該日送達給你。你必須在本要求償債書送達給你起計
21天內，償還所述債項，或與債權人達成和解協議，否則，債權
人可申請宣佈你破產，你的財產及貨物亦可被取去。若你認為有
理由把本“法定要求償債書”作廢，應在本文送達日起計18天
內，向法院提出申請。若你對自己的處境有任何疑問，應立即徵
詢律師的意見。
你可前往下述地點查閱及索取本“法定要求償債書”。

法定要求償債書乃重要文件，當本文在報章上首次登載之首日，
便當作已在該日送達給你。你必須在本要求償債書送達給你起計
21天內，償還所述債項，或與債權人達成和解協議，否則，債權
人可申請宣佈你破產，你的財產及貨物亦可被取去。若你認為有
理由把本“法定要求償債書”作廢，應在本文送達日起計18天
內，向法院提出申請。若你對自己的處境有任何疑問，應立即徵
詢律師的意見。
你可前往下述地點查閱及索取本“法定要求償債書”。

名稱：肯尼狄律師行
地址：香港鰂魚涌英皇道979號太古坊濠豐大廈37樓
債權人之代表律師
電話：2848 6300
檔案編號：RSC/P110- 1078118

名稱：肯尼狄律師行
地址：香港鰂魚涌英皇道979號太古坊濠豐大廈37樓
債權人之代表律師
電話：2848 6300
檔案編號：RSC/P110- 1078116

由本文在報章上登載之日起計，你只有21天的時間處理此事；21天
後，債權人便可提出破產呈請。另外，由本文首次登載之日起
計，你亦只有18天的時間，向法院申請把這份要求償債書作廢。

由本文在報章上登載之日起計，你只有21天的時間處理此事; 21天
後，債權人便可提出破產呈請。另外，由本文首次登載之日起
計，你亦只有18天的時間，向法院申請把這份要求償債書作廢。

2022年6月2日

2022年6月2日

最近，日本國內有機構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
示，東盟國家民眾普遍視本國與中國友好為首務。
在歐盟內部，反對禁止從俄羅斯進口能源的聲音有
增無減。北約拉芬蘭、瑞典入夥，也招致若干成員國
阻撓。
短期，意識形態亢奮能形成美西方盟國團結表象，
時間長了，各國實際經濟政治利益差異上升為重要因
素，結盟就會削弱甚至分化。

商界
心聲

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李秀恒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 袁武
名家
指點

A2

http://www.hkcd.com

「與槍枝共存」兼「與槍殺共存」？
美國大規模槍擊事件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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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再次發生多宗槍擊事件，除德州小學槍擊案
造成約20名兒童死亡，早前的超市槍擊案亦有10人
喪生。
追蹤美國槍械問題的非牟利機構槍枝暴力檔案
（Gun Violence Archive）統計顯示，以造成4人以
上死亡來定義「大規模槍擊事件（mass
shooting）」，自2014年紀錄以來，迄今只有兩次
輕微下跌，其餘時間皆是拾級而上，尤其新冠疫情
之下，去年更創出693宗的新高，較2019年即疫情
前的417宗，升了幾乎70%之多。今年以來，機構

HCCW 80/2022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公司清盤案2022年第80宗

2019

2020

2021

2022

錄得213宗大規模槍擊事件，推算即全年或有
540宗；數字雖較前兩年少，但也遠高於疫情前水
平。
至於因槍擊事件而死亡的人數，同樣幾乎年年遞
增，疫下增幅亦很顯著。其中，去年死亡人數首度
突破20000人，今年推算數字亦料逼近20000人。
每次槍擊事件之後，時任政府都會聲言加強管
控，以保國民安全；然而，這仍無改美國「與槍枝
共存」的國策，亦無改持續「與槍殺共存」的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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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香港《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
條例》(第32章)
及
有關FUTURE KING LIMITED
(君勝有限公司)

有關香港《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
條例》(第32章)
及
有關WHOLE SHARP LIMITED
(豪鋒有限公司)

一項要求香港高等法院將上述公司清盤的呈請，已於2022年
4月12日，由Acumen Hong Kong Limited，其地址為香港銅
鑼灣渣甸街5-19號京華中心1202室，向該法院提出，特此通
知。該項呈請按指示將於2022年6月15日上午10時00分在法
庭席前進行聆訊；該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分擔人，如意欲支
持或反對就該項呈請作出命令，可於聆訊時親自出庭或由為
該目的而獲聘任代表他的大律師出庭。該公司的任何債權人
或分擔人，如要求獲得該呈請書的文本，在繳付該文本的規
定收費後，會獲得下述簽署人提供該文本。
2022年6 月2日
陳靜文律師行
呈請人代表律師
香港金鐘道89號
力寶中心一座
32樓3203A室
(檔案：CCM/CCM/2096-22/JL)
註——任何擬在該項呈請聆訊中出庭的人，必須將有關其擬
出庭的意向的書面通知，送達或以郵遞方式送交上述簽署
人。該通知書必須述明該人的姓名及地址，或如屬商號，則
必須述明其名稱及地址，且必須由該人或該商號，或該人或
該商號的律師(如有的話)簽署。該通知書亦必須以足夠時間
送達或(如寄出)以郵遞送交，以在不遲於2022年6月14日下午
6時送抵上述簽署人。

一項要求香港高等法院將上述公司清盤的呈請，已於2022年
4月12日，由Acumen Hong Kong Limited，其地址為香港銅
鑼灣渣甸街5-19號京華中心1202室，向該法院提出，特此通
知。該項呈請按指示將於2022年6月15日上午10時00分在法
庭席前進行聆訊；該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分擔人，如意欲支
持或反對就該項呈請作出命令，可於聆訊時親自出庭或由為
該目的而獲聘任代表他的大律師出庭。該公司的任何債權人
或分擔人，如要求獲得該呈請書的文本，在繳付該文本的規
定收費後，會獲得下述簽署人提供該文本。
2022年6 月2日
陳靜文律師行
呈請人代表律師
香港金鐘道89號
力寶中心一座
32樓3203A室
(檔案：CCM/CCM/2096-22/JL)
註——任何擬在該項呈請聆訊中出庭的人，必須將有關其擬
出庭的意向的書面通知，送達或以郵遞方式送交上述簽署
人。該通知書必須述明該人的姓名及地址，或如屬商號，則
必須述明其名稱及地址，且必須由該人或該商號，或該人或
該商號的律師(如有的話)簽署。該通知書亦必須以足夠時間
送達或(如寄出)以郵遞送交，以在不遲於2022年6月14日下午
6時送抵上述簽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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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
第724及725條的事宜
及
有關香港法例第32章《公司(清盤及
雜項條文)條例》第177(1)(f)條的事宜
及
有關永勝商貿有限公司（「該公司」）
黃樹勝
及
永勝商貿有限公司
鄭有進
劉桂芳

呈請人
第一答辯人
第二答辯人
第三答辯人

一項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將上述公司清盤；或命令第二至第三
答辯人或當中任何一位購買呈請人在該公司持有的全部股份，價值由法
庭判定；及訟費命令；及／或法庭認為公正恰當的命令及指示的呈請，
已於2021年12月13日，由黃樹勝，其地址為新界沙田大圍碧田街8號翠
景花園2座23樓H室，向該法院提出，特此通知。該項呈請按指示押後於
2022年7月6日星期三上午11時00分在法庭席前進行聆訊；該公司的任何
債權人或分擔人，如意欲支持或反對就該項呈請作出命令，可於聆訊時
親自出庭或由為該目的而獲聘任代表他的大律師出庭。該公司的任何債
權人或分擔人，如要求獲得該呈請書的文本，在繳付該文本的規定收費
後，會獲得下述簽署人提供該文本。
日期：2022年 6月2日
黃嘉錫律師事務所
呈請人代表律師
香港中環士丹利街22號登寶大廈3樓
電話：2523 4778 傳真：2523 4178
(檔案編號：JW21/54057/C/WU/JW/SYM/ly)

註 — 任何擬在該項呈請聆訊中出庭的人，必須將有關其擬出庭的意向
的書面通知，送達或以郵遞方式送交上述簽署人。該通知書必須
述明該人的姓名及地址，或如屬商號，則必須述明其名稱及地
址，且必須由該人或該商號，或該人或該商號的律師(如有的話)簽
署。該通知書亦必須以足夠時間送達或(如寄出)以郵遞送交，亦不
遲於2022年7月5日下午6時送抵上述簽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