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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國政府8年來首次下調年度經濟增長
目標，這次中央政府主動調低經濟增長預期
的這一態度更多是象徵性的，表明中國政府
希望能夠更好地貫徹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的經濟發展之
路。

減速非壞事 轉變是關鍵
「保八」，曾經是中國經濟的重要關鍵字，為

何中國要在2012年下調經濟增長預期呢？
對此，溫家寶的表述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目標略微調低，主要是要與「十二五」規劃目
標逐步銜接，引導各方面把工作 力點放到加
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切實提高經濟發展品質
和效益上來，以利於實現更長時期、更高水
平、更好品質發展。

從溫家寶的解釋可以看出，放棄「保八」是
為了與「十二五」規劃相適應， 力加快轉變
經濟發展方式，重質而非重量。眾所周知，中
國政府在「十二五」期間設定的經濟增速預期
目標是7%。作為「十二五」的開局之年，2011
年的經濟增速目標定為8%，今年定在7.5%，顯
示中央是希望能夠逐步向「十二五」目標靠近
或者說銜接。

下調經濟增長預期並不意味 中國經濟減
速。其實，海內外多數經濟學者都認為，儘管
中國經濟面臨嚴峻的國內外形勢，但經濟增長
的壓力並不是特別大。中央政府主動調低經濟

增長預期的這一態度更多是象徵性的，表明中
國政府希望能夠更好地貫徹以科學發展為主
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的經濟發
展之路。

同時，將經濟增長速度適當放緩一些、定低
一些，也有利於緩解供求之間的矛盾，緩解資
源與環境的約束，緩解物價上漲的壓力，使政
府能夠將更多的精力放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調整經濟結構、提高經濟發展的品質和效益
上。

過渡求平穩 執行靠地方
雖然在溫家寶提出7.5%的GDP增長目標之

後，全球股市隨之動盪，擔心中國經濟放緩而
影響全球的憂慮甚囂塵上，但實際上，中國
如果真的能夠藉此機會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拉動內需消費，對於全球經濟的未來前景長
遠來看是有害無益的：一個更多依賴消費支
出的中國可能會造成更少的污染、減輕全球
對環境的擔憂，並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這
一轉變還可能提振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的
軟體、娛樂產品、旅遊、高科技產品和服務
的進口。

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距中共十八大召開還
剩下半年時間，在這個重要的「換屆年」
裡，「平穩過渡」顯然是中央重要的政策目
標。7 . 5%的增長預期相較過往固然是調
低，但從全球經濟形勢來看，仍然處於較高

位置。
中央政府主動調低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從客

觀上來說，對於地方政府官員的GDP政績衝動
將會起到壓抑作用，使得地方政府能夠騰出手
來將更多的精力向民生領域傾斜，加大對教
育、文化、醫療衛生、就業、社會保障、保障
性安居工程等多方面的投入。而這對於在社會
轉型期、矛盾凸顯期、中央換屆期的「維穩」
將會起到直接作用。

然而，內地地方政府對於中央調低GDP預
期、力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政策是否能夠執
行到底，目前仍然是一個問號。從全國「兩會」
之前各地方「兩會」所公布的數據來看，31個
省、市、自治區的2012年GDP目標最高的是
14%，最低的也有8%。雖然山東、浙江、廣
東和福建等東部省份調低了今年的GDP增長
目標，但陝西、廣西、內蒙古、新疆、雲南
和貴州等西部省份都調高了目標值。如何真
正抑制住地方的GDP衝動，真正實現轉變經
濟發展方式，不僅僅只是中央調低0.5%就能
做到的。

所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最重要的就是要調
整中國現有的經濟結構。在制定了清晰的目標
以後，如何能夠強化執行力，把目標細化為具
體時間表和措施，這是民眾對於改革的最大期
待。

■摘自香港《鏡報》2012年4月號　

中國放棄「保八」有深意
近年反對派凡事反對、不理黑白，每每與港府唱反調的作風

越趨厲害。這些反對聲往往基於對事情的一知半解和穿鑿附

會，甚或空中樓閣，以政情的表象煽惑群眾，禍港害民。

四月四日的《左右紅藍綠》邀請了民主黨的羅健熙，這位新

上任的南區區議員來自社工背景，理應能夠分清社會的真正問

題，和部分黑心傳媒炒作「煲水」的假象。可是，他在節目以

「梁振英面對的潘朵拉盒子」為題，整個演說建基於他預設的

前提：「過去十五年，香港的言論自由逐漸被收窄，因請願、

示威而被拘捕的人數大幅增加，傳媒的自我審查也越來越嚴

重。」

自從1853年各國開始建立統一系統分析犯罪數據、檢討公共

政策，犯罪學家已經警告政客不要玩弄數字、製造群眾恐慌。

被捕的人數增加可能是執法手法不同，當然亦可以是犯案的人

多了、計算紀錄有異、或者是情況變得嚴重，警方不得不放棄

酌情權。同時，除了被捕人數，為了客觀展示事實的全部，羅

健熙有否考慮「入罪率」、「法庭判決」和「放棄檢控」的個

案？筆者欣賞羅議員去年撰文反駁梁家傑「蛇齋餅 」之說，

指他欠客觀，但上述引文實在同樣粗疏、無理。

羅健熙似乎完全接受了近來甚囂塵上的「西環治港」謬論，

他言之鑿鑿，斷言港府將來的施政定必避不開中央介入，其理

據為：「候任特首梁振英留在中聯辦的會面時間比會見曾蔭

權、馬道立、曾鈺成還要長。」此說不僅欠批判力，生吞了傳

媒的炒作，更與他其後的論說前後不一致。若然逗留時間足以

反映取向、將來的方針，羅議員又何以搬出雙重標準，以「做

騷」抹殺梁振英多日（甚或多年）的落區活動？

七十年代的香港，滋事者以「阿燦」、「大圈仔」等不盡不

實的標籤來製造矛盾，打壓同胞。今天的香港，仍有報道斷章

取義，指推鐵馬、燒區旗不是暴力，而是角力、合理抗爭；學

者以餐牌、公共設施只有簡體字和英文來推論香港危在旦夕，

儘管有繁體的標示卻故意不攝入鏡， 以此誤導大眾；立壞心腸

的人指稱一切亂事源於「蝗禍」，即使警方最新的數據顯示內

地人在港犯案率比本地人要低。誠如董建華先生當年在答問大

會氣憤地說「你們一直唱衰香港，唱衰港府」，看來反對派仍

然沉溺於表象，愚弄市民。

公民黨在農曆年前後開始立法會選舉的
黨內報名，據悉大部分現任立法會議員都
表示了參選意願，新界東將由湯家驊排頭
位，九龍東梁家傑、九龍西毛孟靜、新界
西郭家麒，而超級區議會議席在得到「新
民主同盟」同意借兵之後，極大機會由荃
灣區議員陳琬琛或南區區議員司馬文出
選。不過，港島現時只有陳淑莊表態參
選，而余若薇擬今屆立法會選舉不再競選
連任。

隱疾在身不敢掉以輕心
余若薇最終會否參選現時不得而知，她

的盤算可能十分精密，甚至不排除可能是
「以退為進」的策略。余若薇年紀不算
大，並未到達退休年齡，而且收入不菲，
並沒有生計的煩惱，至少不必如民主黨李
華明般為了再就業而放棄連任，現在擬棄

選立法會，究竟原因為何？身體健康可能
是其中一個原因，年前余若薇被報道指身
體出了毛病。余若薇在2007年便透露，發
現腦部動脈出現一個約3毫米的腫瘤，隨
時有爆裂危機，且一旦爆裂，將導致急性
珠網膜內出血，情形等於中風，死亡的機
會高達三分一。有鑑於此，余若薇欲多留
休息時間而不想再參選，這可能是一大原
因。雖然及後她也表示其腦瘤風險其實不
高，但隱疾在身，任何人都不會掉以輕
心，聰明的余若薇可能不會把參選置於健
康之上。

禍港殃民衝擊公民黨選情
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她對於政壇心灰意

冷之故也。公民黨近年聲勢不斷下滑，過
去反對派的光環再不復見，特別是外傭居
港權及「雙非」問題，更被社會指責為幕

後黑手，禍港殃民被打得焦頭爛額，在去
年的區議會選舉更慘遭滑鐵盧，不要說執
政黨的美夢已經幻滅，就是要與民主黨爭
反對派龍頭之位亦已力不從心。這些挫折
對於眼高於頂的公民黨一眾尤其是余若薇
來說自然是相當大的打擊。而且，外傭居
港權案及「雙非」問題仍在發展，如果在
立法會選舉時再生曲折，隨時衝擊公民黨
選情，屆時就算余若薇決定參選，得勝也
可能是相當狼狽，不如自行決定離開，總
勝過江河日下。

上位無望心灰意冷
根據「維基解密」顯示，美駐港總領事

館本來打算由李柱銘擔任反對派共主，在
一份分析公民黨發展的文件中提出「The
King is Dead, Where is our Queen?」（國王已
死，女王何在？）的問題，透露陳方安生

曾向駐港領事館建議，余若薇是最適合接
替李柱銘領導整個反對派，而美駐港總領
事館也為此作出研究。正是由於對余若薇

「寄望甚殷」，當時並指派其擔當重任，負
責「五區公投」的事宜，假如成功完成任
務，可望立即登基。但結果「五區公投」
慘淡收場，民主黨更加以抵制，「起義不
成」反而引發反對派分裂，幕後老闆對余
若薇的表現明顯極為不滿。及後，公民黨
一眾由於多宗禍港官司更加激起民憤，民
望不斷走低，政治上的影響力大幅萎縮，
美駐港總領事館也再難扶植余若薇擔當反
對派共主。余若薇可能預感到前路艱難，
上位無望，於是心灰意冷下決心求去。

在上述種種情況下，假如余若薇最終不
選，顯示余若薇有自知之明，畢竟，在公
民黨一眾大狀中，余若薇算得上是一個比
較有政治智慧和人生智慧的人。

余若薇表示擬棄選立法會，固然有她

的盤算，甚至不排除可能是「以退為進」

的策略，但若她最後真的是棄選立法

會，則顯示她有自知之明。公民黨近年

來越來越不得人心，特別是外傭居港權

及「雙非」問題，顯示公民黨是幕後黑

手，因而在去年的區議會選舉慘遭滑鐵

盧。「五區公投」慘淡收場，幕後老闆

對余若薇的表現明顯極為不滿，美駐港

總領事館也再難扶植余若薇擔當反對派

共主，余若薇預感到前路艱難，上位無

望，兼且隱疾在身，擬棄選立法會不乏

自知之明。

余若薇擬棄選立法會有自知之明

評論中國經濟應從遼闊而全面的

角度分析，絕不能照搬西方的主流

意見，因為他們純粹根據其理論架

構和價值觀來評論中國，不盡客

觀，而且某些評論明顯存有偏見，

別有用心，讀者應警惕。

去年起，美國一家名為混水(Muddy

Waters)的對沖基金接連發表針對中國民企的

研究報告，質疑中國民企帳目造假，令投資

者對民企失去信心，觸發股價大瀉。

中國經濟改革現處十字路口
近期香港股市走勢拾級而下，早前博士蛙

核數師辭任導致民企信心危機，多間民企股

被洗倉，股價動輒暴跌三四成，民企爆煲潮

似有越演越烈的跡象。

與民企股相比，手持國企股的風險較

低，多隻大型國企股是很多股民的信心之

選。國企股有政府的扶持，不容易倒閉，

頂多因經營困難而需作出徹底重整。例如

曾有國企因管理不善及投資失利導致嚴重

虧蝕，最終在中央高層大刀闊斧的重整下

扭虧為盈。站在股民立場，投資國企似乎

較有保障。

現時，中國經濟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未

來路向應如何抉擇，大致可分為兩派意見：

一派認為國家應加快改革步伐，深化市場經

濟，壯大民企的角色，並縮減國企的規模及

政府的角色；另一派則認為改革應穩步前

進，不贊成急於邁步求變，對深化市場經濟

有所保留，這派主張國企繼續為中國經濟的

主體，並維持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重要角

色。

加強監管完善制度更為穩妥

最近，世界銀行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據

聞是和中國某政府機構合作編制的，報告指

出，中國若不加快市場經濟改革的步伐，將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而不

能自拔，即國家經濟在人均GDP達到4000美

元後便停滯不前。報告又提議中國開放金融

市場，引入競爭及限制國有企業的角色，使

之更接近商業公司等。

顯然，第一派試圖借助外力推動改革。這

做法固然有其道理，但從中國客觀的環境

看，此舉需慎重處理，因為變革過急會引起

負作用。例如開放金融市場後，外國金融機

構會蜂擁而入，也會招引炒家進來興風作

浪，在中國金融體制尚未完善的條件下，大

量外資湧入定會對中國資本市場造成沉重的

壓力和衝擊。此外，開放金融市場也可能導

致大量國內資金流走。

近期民企連環爆煲，在監管機制尚不健全

的情況下深化市場經濟，增大民企在經濟擔

當的角色，只會使爆煲潮惡化，對國內經濟

產生不良影響。若要深化市場改革，必先收

緊市場監管法規及制度，完善市場機制，為

一妥當的折衝方法。

中國經濟不會顯著放緩
溫家寶在最近一次的工作報告宣佈，將

2012年的經濟增長調低至7.5%，放棄保八目

標，旋即惹來國際很多警告聲音，指中國經

濟增長急轉直下，甚至可能硬 陸。筆者認

為這說法忽略了以下重要因素：

第一，中國經濟還處於發展階段，內需

不斷擴大，特別是內陸省份的需求潛力仍

有待挖掘。事實上，一般內陸省份的家庭

只求基本溫飽和可用貨品，因此他們對普

通質素工業製品的需求很大，內銷市場仍

有很大增長空間。如何調配國家的財富和

購買力到內陸省份及農村是一大課題，但

中國勝在有中央政府主導資源分配，例如

家電下鄉政策，中央補貼農村購買家電，

釋出大量農村購買力。筆者相信，單靠內

需帶動，中國經濟要維持7.5%增長仍綽綽

有餘。

西方社會與中國不同，歐美經濟處於成熟

發展階段，社會富裕，市場面臨飽和、生產

力過剩問題，加上大部分財富集中在一小撮

富人手上，財富分配不均，貧富懸殊日益加

劇。為了刺激經濟增長，製造商需推陳出

新，依賴層出不窮的市場推廣手段吸引消費

者購買產品。

第二，中國基建在部分地區仍非常落後，

尤其內陸省份的鐵路網和公路網尚未完善，

很多陳舊的房屋有待改建。相對其他第三世

界國家，中國的優勢在於強而有力的中央政

府能推動並統籌調配一切生產建設物資。因

此，中國經濟不會顯著放緩，也不會陷入所

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西方對中國事務評價欠客觀
西方評論中國事務很多時從負面的角度出

發，這可能源於對中國的不了解，亦可能來

自偏見。例如前年股市大跌，很多外國分析

家唱衰內銀股，又警告龐大的地方債會拖垮

內地銀行體制。最近公佈的公司業績顯示，

多間內銀股實現可觀利潤增長，表現造好，

有些還增派股息，內銀股會崩潰的傳言不攻

自破。

另一方面，一些西方論者則十分看好中國

經濟發展，例如《經濟學人》曾發表文章表

示，中國經濟在2018年會超越美國。然而，

他們是真心看好中國經濟，還是為了刺激某

些西方人的神經，防範中國變得太富強呢？

其目的值得細味。

總括而言，評論中國經濟應從遼闊而全面

的角度分析，絕不能照搬西方的主流意見，

因為他們純粹根據其理論架構和價值觀來評

論中國，不盡客觀，而且某些評論明顯存有

偏見，別有用心，讀者應警惕。

不宜盡信西方對中國經濟的看法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周全浩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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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最近一次貨幣政策決策例會紀要顯
示，鑒於美國經濟復甦勢頭良好，對於推動新一輪量化寬
鬆貨幣政策的意慾下降。在經濟基調已趨穩健的前提下，
美國能實事求是因應經濟情況考慮放緩推行量化寬鬆政策
的態度應予肯定，畢竟經濟實體應以務實經濟措施強化方
為上策，然而今年年底適逢美國總統大選，政治影響經濟
以致量化寬鬆政策的副作用波及其他國家的可能性，未可忽
視。

實體經濟要靠實體措施支撐
今年1月和2月，美國就業市場的改善速度比去年第四季度

快，近期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持續下降，美國家庭的實際可
支配收入增加，製造業活動繼續擴張。在美國經濟復甦出現積
極信號的背景下，聯儲局因應實際情況減退第三輪量化寬鬆政
策的推行意慾，是一種實事求是的務實表現。過去美國所以推
行量化寬鬆政策，是因為經濟情況十分負面，以「印鈔方式」
為經濟打「速效針」的措施是應急做法，但是，目前美國和歐
洲多國的經濟情況已由危機漸轉穩定，尤其美國經濟已有實際
數據支持轉向正面，市場已不用再靠非實體經濟措施支撐，在
穩定的經濟局面下市場秩序便應趁機轉以更為務實的經濟政策
維持，只有以務實的經濟政策維持市場秩序才是治標治本的根
本策略。

其實，中國近十多年的貨幣政策，亦經歷過由「穩健」、
「從緊」再轉為「寬鬆」的過程，每種貨幣政策模式的轉變，
均顯露出實事求是的基調。1998年，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中
國開始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2007年底，為抵禦日漸明顯的通
脹壓力，貨幣政策則由「穩健」轉為「從緊」。後來，為應對
百年一遇的國際金融危機，2008年11月，中國開始實施適度寬
鬆的貨幣政策，助推中國經濟在全球範圍率先復甦。美國今日
依照經濟環境考慮暫緩推行新一輪量化寬鬆政策，和中國的基
調同出一轍。況且，發達國家的量化寬鬆政策，一直備受國際
評論批評為向全世界發行本幣，最終是向新興國家輸出通貨膨
脹，包括中國在內的備受通脹困擾的國家，美國緩推量化寬鬆
政策無疑可在通脹問題上舒一口氣。

選舉左右經濟措施各國宜警惕
不過，全球股市大幅波動，受歐債危機困擾而剛剛喘定的歐

元區經濟體，經濟陰霾仍然存在，美國經濟是否完全復甦需參
考更多數據，美國今年內是否不推行量化寬鬆政策未可完全樂
觀。更重要是，美國今年11月適逢總統大選，兩黨總統候選人
會否以「印鈔」方式求取經濟強心針以取悅選民實未可知，美
國能否保持實事求是的經濟主張有待觀察。

總而言之，在穩定經濟情況下應以務實方法逐步鞏固既有優
勢，現階段仍發鈔救市推行量化寬鬆政策並不適當，然而政治
影響經濟的因素確實存在，量化寬鬆政策對他國帶來的副作
用，各國仍應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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