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債問題仍未有解決跡象，
令人擔心香港來年的經濟表

現。中國資深外交官、前駐法國及瑞士大使蔡方
柏在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舉辦的「外交大講堂」
上表示，雖然市場對於即將舉行的歐盟峰會充滿
期待，但是蔡方柏認為，由於歐債危機的根源是
發展模式與結構的弊端造成，改革需時，籌集資
金有困難，故危機短期不可能解決，但認為歐盟
仍有雄厚實力，並不會崩潰，並相信歐洲有智
慧、有能力解決債務問題。
香港樹仁大學、浸會大學等高校的學生及各界

嘉賓逾百人，參與昨日舉行的「外交大講堂」活
動。蔡方柏就「歐盟發展與中歐關係」發表主旨
演講。
蔡方柏表示，歐盟峰會此前就解決歐債問題提

出一籃子措施，但仍存在幾個不確定因素：1.希
臘債務重組之後能否穩定下來；2.歐洲金融穩定
基金擴充1萬億元資金來源可能不夠；3.歐洲銀行
核心資本充足率提高至9%，資金流動性有問題；

4.高福利為特徵的經
濟社會發展模式與
全球化之間的不適
應。
被問及中國對歐

盟的援助時，他指
出，歐盟在政治上
是中國的戰略夥
伴，經濟上是第一
大貿易夥伴，中國
進行力所能及的幫
助是理所當然。中
國不減持歐洲債
券，表示了對歐元
的信心，是道義上
的支持。同時，中國還推動有實力的企業在歐洲
投資，聯合「金磚國家」通過世界貨幣基金組織
對歐盟援助，擴大與歐洲貿易等。

中國多方面出手救助

蔡方柏又認為，歐洲也應該放寬對華出口限
制，加強與中國的科技合作，保證中國投資的安
全和回報，並且要消除例如「中國買斷歐洲」這
種不必要的疑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於本年11月22日至24日晚

上進行電話民調，詢問市民對香港各主要政黨的看

法、評價和支持度。在市民支持度調查方面，最多人

表示支持民建聯，值得關注的是公民黨獲受訪市民支

持的比率較10月下降了0.6個百分點。調查顯示公民黨

議政理念近年屢屢脫離群眾，在涉嫌背後策劃阻港珠

澳大橋工程及替外傭爭取居港權兩大官司上，與民意

逆向，結果在區議會選舉大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

劃公布最新「十大政治團體」排名結果，顯示公民黨

的得分再較3個月前明顯下跌了1.7分，最新評分為

44.4分，其排名亦再次下跌，更首次連跌兩位至第八

位，與緊接其後的社民連及「人民力量」包攬最後3

位。

公民黨與社民連及「人民力量」最不得人心

近年來，公民黨悖逆民意，民望「插水」已成趨

勢。在今年區議會選舉前夕，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公布

立法會議員民望的結果，公民黨民望如直線下降。公

民黨前黨魁余若薇民望急跌7.6分，排名跌落第四位，

是她2001年擔任議員以來的新低；現黨魁梁家傑的排

名同樣插水，由第二位跌落第六位。一般意見認為，

公民黨民望「插水」，主要原因是涉及兩宗禍港殃民的

官司，包括港珠澳大橋案及外傭居權案。公民黨因兩

宗官司引起社會公憤時，以訟棍作風詭辯，市民聽不

入耳，民望自然下跌。除此之外，公民黨捲入壹傳媒

老闆黎智英的「政治黑金」事件，同樣令市民質疑公

民黨的誠信。公民黨的崛起，原本是因為香港的中產

選民渴望催生一個能與中央溝通的「民主派」，走一條

理性溫和的中產專業路線。但去年公民黨與社民連茍

合搞違法違憲的「五區公投，全民起義」，兩黨在政治

光譜中合而為一，撕去了公民黨「溫和民主派」的面

具。公民黨在「十大政治團體」排名下跌，與緊接其

後的社民連及「人民力量」包攬最後3位，正好顯示在

香港的政治光譜中，公民黨與社民連及「人民力量」

是反對派最激進的一翼，同時也是最不得人心的一

翼。

中產選區成公民黨「訟棍塚」
公道自在人心，公民黨民望「插水」，在今次區議會

選舉中充分顯示出來。今年公民黨本有意大舉出戰區

選，並以中產選區為主戰場，力爭明年立法會「超級

議席」入場券，但公民黨明星、新丁全線墮馬，議席

由12席激減至只得7席，不僅未能保住原有地盤，開拓

中產票源的「春秋大夢」亦落空。區選證實公民黨與

中產階級為敵，中產選民懲罰公民黨。自由黨除新丁

陳浩濂在中西區山頂選區擊敗公民黨陳淑莊外，在南

區海灣選區，馮仕耕亦擊退企圖借區選角逐明年「超

級議席」的公民黨副主席黎廣德；陳安泰亦在黃大仙

天強選區擊敗東涌婆婆朱綺華代表律師、公民黨執委

黃鶴鳴。多個獨立候選人亦在中產選區擊倒公民黨候

選人。林啟暉在南區海怡東選區擊退同樣被指有意問

鼎「超級議席」的公民黨執委郭榮堅。沙田第一城選

區黃嘉榮更以大比數拋離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

對此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哀嘆：「中產選區成公

民黨『英雄塚』。」其實，公民黨的主要成員並非什麼

「英雄」，而主要是由訟棍組成，所

以可以說成：「中產選區成公民黨

『訟棍塚』。」

民意清楚向公民黨「說不」
區選後香港研究協會11月28日公佈民意調查結果再

次顯示，公民黨民望「插水」不止，多次企圖將區選

失利責任諉過於人的黨魁梁家傑評分暴跌0.65分，僅

得2.42分；同樣未肯「認錯」的余若薇和陳淑莊，評

分分別急跌0.38及0.34分，得2.88及2.71分；唯一「認

衰態度較好」的湯家驊評分跌幅就遠低於同黨中人，

下跌0.13分至2.86分。民意清楚向公民黨「說不」。

公民黨主席陳家洛11月25日在報章寫了一篇題為

《團結迎難而上 說理贏回民心》的文章，一邊說「公

民黨在區選後，痛定思痛，承諾重新振作，加倍努

力，虛心聆聽，爭取市民的認同」，一邊又吹噓公民黨

「予人感覺是一班堅守民主和公義的原則，捍衛人權、

法治、自由的專業人士。我們在議會中監督政府和官

員的表現和提升議政水準的工作亦得到肯定」。文章的

潛台詞，是指責市民不理解公民黨「對香港的承擔和

抱負」以及「為公為民的宗旨」。陳家洛這篇文章，與

公民黨將其在區選中失利歸咎於「蛇齋餅 」、「對手

抹黑」和所謂「種票論」一樣，都是侮辱市民智慧。

陳家洛所謂「說理贏回民心」，其實是奢望「詭辯贏回

民心」，但這只能適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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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駐港領事楊甦棣日前又再出來
放話，指一些聲稱美國資助或策劃香
港政黨行動的說法，並無根據。當被
問及「維基解密」的文件揭露，美國
駐港領事過去屢屢插手本港事務，並
詳細記錄了如何拉攏成立「四人幫」
時，楊甦棣終於承認曾就宗教事宜與

陳日君會面，在香港見過陳方安生及李柱銘，而他
在台灣公幹時，又認識到黎智英云云。這是間接承
認了他與「四人幫」的「交往」，所謂「會見」實為
「指揮」，美領事千方百計促成「四人幫」，不過是通
過「四人幫」來控制反對派干預香港政局。「維基

解密」已說得很清楚，虧楊甦棣還敢厚 臉皮胡吹
一通。
過去，每當本港發生重大政治事件時，美國駐港

領事都會或明或暗地向反對派及有關喉舌放話，一
方面是傳達白宮的最新政策路線，要求反對派充分
配合；另方面則是擬定政治策略，以胡蘿蔔加大棒
整合各方人馬，槍口一致對外。就如在中東及北非
爆發「茉莉花革命」後，楊甦棣隨即「召見」各反對
派政黨解說華府的最新策略，會見之後，反對派各
政黨立即提出要在香港發動所謂「紫荊花革命」，要
每星期都發動示威抗爭，結果慘淡收場。楊甦棣不
甘失敗，又走出台前，針對劉曉波、艾未未等大做

文章，發表針對中國內政的講話，意圖為「紫荊花革
命」添薪加火，雖然最終失敗收場，但已盡顯楊甦
棣對反對派的「掌控」能力。
現在楊甦棣又出來吹響了集結號，而且時機更為

敏感，正是在反對派區選受挫，各反對派政黨政客
民望大跌之時，也是反對派喉舌全力借所謂「種票」
問題上綱上線，以圖為反對派選情翻盤之時，楊甦
棣走出台前，高調評論「種票」案，表示高興廉政
公署採取法律行動，期望能夠盡快調查真相，並重
申深信港府會維護香港的民主，確保「一國兩制」
得以持續云云。楊甦棣身為駐外領事，在身份上已
經不適宜對別國內政指指點點，胡亂評論，而且楊
甦棣的「高興」也是耐人尋味，聯繫到反對派近日
突然高度整合，不分陣營不分黨派全力開火，正說
明美國駐港領事又在赤裸裸地插手和指揮這一輪

「種票」狙擊，其他反對派看到楊甦棣的「高興」，
豈不急急走出來加上一腳。就如早前「紫荊花革命」
一樣，美國「吹雞」，各反對派就自動歸位。
楊甦棣出身於反華反共的「中國通」世家，派到

哪裡哪裡就會發生所謂「顏色革命」，在擔任美國在
台協會台北辦事處副主任時，就與陳水扁打得火
熱，大力支持「台獨」路線。而方法不外乎緊密聯
繫當地反對派，通過各種軟硬手段去收編各個反對
派政黨，當時機成熟時發動致命一擊。須警惕的
是，自從楊甦棣派到了香港，接連就發生了違法違
憲的「五區公投」、聳人聽聞的「紫荊花革命」，他
還不斷借各種議題干預攻擊中國內政。現在他甚至
明火執仗地插手本港選舉制度，指揮反對派繼續攻
擊選舉制度，唯恐天下不亂，動機為何不說自明。
反對派跟 起哄最終只會玩火自焚。

近年來，公民黨悖逆民意，民望「插水」已成趨勢。公道自在人心，公民黨悖逆民意，

在今次區議會選舉中受到選民懲罰。公民黨一貫披 法律、專業外衣與港人的整體利益、

根本利益、長遠利益對 幹，被市民衊稱為「訟棍黨」，難怪人心喪盡。《蘋果日報》哀

嘆：「中產選區成公民黨『英雄塚』。」其實，公民黨的主要成員並非什麼「英雄」，而是

被市民衊稱為「訟棍」。而在區選中以大比數落馬的公民黨「明星」，恰恰是在港珠澳大橋

案、外傭案和回歸後多次居港權案中的大狀律師，所以可以說：「中產選區成公民黨『訟

棍塚』。」

公民黨禍港殃民 民望必然「插水」

■責任編輯：袁偉榮　

特區律政司司長黃仁龍赴韓國首爾和日本
東京訪問3天，以加強香港與韓日兩地的對

口單位和法律團體的聯繫，及推廣香港在區內作為首要法律服
務和解決爭議中心的地位。
黃仁龍昨日赴首爾。其間，他與韓國法務部長官權在珍、中

國駐韓國大使張鑫森和大韓辯護士協會的代表會面，並會向當
地的商界人士、律師、仲裁員和學者，以「從法律角度看香港
在東亞崛起所擔當的角色」為題發表演說。
在東京，黃仁龍會拜會日本法務大臣平岡秀夫，並與日本商

事仲裁協會的代表以及早稻田大學和東京大學的法律教授交
流，並會於明日返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黃仁龍日韓銷港仲裁服務

穩定樓市奏效
憤怒指數即跌

美領事再次吹響了反對派的集結號 卓　偉

香港研究協會最新調查發
現，特首曾蔭權最近兩個月的

民望維持平穩，以1分為非常不滿意，5分為滿分，
其整體滿意度為2.95分。在各項基本施政方面，以
促進與國際社會的聯繫、建立和維繫良好的特區與
中央關係，及鼓勵公眾參與政治3方面的滿意度最
高，分別得3.10分、2.93分及2.89分；而「遠見」錄
得0.06分的較大升幅，但仍以2.25分排在榜末。
香港研究協會於11月30日至12月5日訪問了1,103

名市民，了解他們對曾蔭權及其基本施政方針的落
實成效和領袖特質的滿意度。結果發現，曾蔭權在
11項表現中，有5項較10月時的調查上升，包括促
進與國際社會的聯繫、鼓勵公眾參與政治、誠信、
處事果斷，而升幅最大的是「遠見」，升0.06分，
反映市民對特首有關工作表現的評價有所改善。
同時，6項評分則錄得下跌，包括建立和維繫良

好的特區與中央關係，全方位發展經濟，維護香港
的自由、平等、法治和廉潔等價值，建構和諧穩定
社會，以及提升管治能力，其中跌幅最大的是「施
政以民為本」，跌0.09分，相信與《施政報告》的
正面效應逐漸淡化有關。

機構籲助市民迎經濟放緩
協會負責人表示，受訪市民對特首各項滿意度評

分中有10項不足3分，低於一般水平，反映特首部
分工作表現與市民的期望仍有相當差距，尚有較大
改善空間，又指最新本地失業率錄得7個月以來首

次回升，預料明年香港經濟將會隨 環球經濟轉差而放緩，促
請特首在有需要時果斷推出紓困措施，減輕大眾，尤其是基層
市民的生活壓力，以爭取更多市民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大力推廣

施政民調

特
首
民
望
持
續
平
穩是次「now民情指數調查」於11月21日至11月28

日進行，訪問1,001人，結果發現，近8成市民都
表示，不會以「憤怒」來形容香港社會狀況，表
示會的僅佔20%，較10月25日至11月3日的調查減
少了1個百分點。

不滿住屋者減2百分點
針對表示「憤怒」的少數受訪者，調查問及他

們在最近3個月感到憤怒的事情，在未有提示下，
在上次調查中最多人選擇的「香港樓價高企/住屋
問題」（5%），回落至最新的3%，較前明顯減少

了2個百分點。不過，選擇「百物騰貴/通脹」
者，則由上次的2%升至3%。同時，對部分立法
會議員的激進表現感憤怒者，則由4%回落至
3%，選擇「其他」（6%）的，則包括了「特首選
舉各疑似參選人的表現」（2%）、「外傭居港權的
司法覆核爭議」（2%）及「區議會選舉懷疑出現
種票情況」（2%）等。

政經民生滿意度顯升
受訪者對社會3個不同範疇的狀況滿意程度亦顯

著提升：在經濟狀況方面，有34%表示滿意，較

前增加了2個百分點，不滿的佔38%，減少了4個
百分點；在民生狀況方面，有27%表示滿意，增
加了5個百分點，不滿者佔44%，大幅減少了9個
百分點；政治狀況升幅則最為顯著，有26%受訪
者感滿意，較前大幅上升了7個百分點，表示不滿
的佔45%，大減10個百分點。
調查指，以0分至200分計，最新的綜合民情指

數為90.2分。

學者指區選宣洩情緒

民研計劃總監鍾庭耀分析稱，最新調查顯示，

各項民怨數字持續回落，社會狀況的整體滿意程

度改善，他認為是區議會選舉結束後，市民的情

緒「似乎已得到宣洩」，現在好像是政府、政黨和

巿民的喘息空間，但認為受訪者對政治、經濟、

民生各方面的不滿程度仍然高過滿意程度，不容

忽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特區政府採取多項穩定樓市措施，令樓價得以紓緩，亦令市

民的「憤怒」指數大跌。據now新聞台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

計劃進行的調查發現，整體社會狀況滿意度的最新得分為58.2分，較前顯著上升了

6.1分。同時，表示不會以「憤怒」來形容香港社會狀況的受訪者達78%，較前增加

了2個百分點，而「憤怒」程度平均得41.9分，是今年的新低，反映巿民對社會狀況

的整體滿意程度，以及對政治、經濟、民生各方面的滿意程度，都有明顯改善。

改善明顯

深入分析

■就港人關注的歐債問題，蔡方柏(中)坦言，問題不會在短期內解決，但相
信歐盟實力雄厚，不可能因此而崩潰。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黃仁龍昨日在首爾與權在珍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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