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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歲末時，
將領調整忙。藉
「七一」前後

參加軍內外重大活動，六月底調整的空軍副大
區級高級將領名單終於「張榜公佈」，引起了
部隊軍官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據陝西日
報、遼寧日報、戰旗報等軍內外媒體報道，空
軍副司令員景文春、副政委王偉，北京軍區副
司令員兼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江建曾，因達到
服役最高年齡被免去現任職務；瀋陽軍區副司
令員兼瀋陽軍區空軍司令員周來強接景文春調
任空軍副司令員，蘭州軍區空軍政委房建國接
王偉調任空軍副政委，成都軍區空軍參謀長丁
來杭接周來強升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兼瀋陽軍
區空軍司令員，空軍副參謀長麻振軍接江建曾
升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北京軍區空軍司令
員，空軍後勤部政委劉健接房建國升任蘭州軍
區空軍政委。
北京獨立軍事觀察家認為，雖然這次調整是

嚴格貫徹《現役軍官法》關於高級軍官平時任
職最高年齡規定的正常變動，退出班子的三位
副大區級高級將領皆年滿63周歲，沒有特別的
意義，但從空軍今年中將以上高級將領年齡
「到站」較多，是調整的「大年」，或可以從新
任用的高級將領觀察中央和軍委用人新政的端

倪，為下一步的調整提供新的「參照點」。

年輕與閱歷統一
新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北京軍區空軍司令

員麻振軍在這方面最為典型。麻振軍，1962年
出生，曾在空軍歷史上著名的「王牌師」、現
裝備俄製蘇-27的廣空某師任飛行員、中隊
長、大隊長、團長、師長，也是該師最早參加
先進戰機改裝的飛行軍官。2007年提升軍職領
導幹部後，先後任廣州軍區空軍副參謀長、濟
南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北京軍區空軍參謀長和
空軍副參謀長，在三個戰區空軍和空軍總部擔
任領導職務，積累了豐富的領導工作經驗，這
次「回鍋」升任北空司令員，可謂是「水到渠
成」。新任瀋空司令員丁來杭也先後在北空、
廣空作戰部隊和成空領率機關擔任要職，並擔
任過空軍指揮學院院長，多方面歷練使其競爭
優勢明顯。觀察家認為，麻振軍作為當下最年
輕的軍區空軍司令員，他的成長閱歷和任用情
況具有指標意義，顯示空軍副大區高級將領隊
伍已呈現出「50後」成為中堅，「60後」嶄露
頭角的新格局。高級將領要想事業有成，必須
拋棄功利和享樂思想，勇於到一線部隊和艱苦
地區部隊任職，善於在機關、副職崗位積累經
驗，方能擔當大任。

活力與老成的統一
新任空軍副政委房建國1955年生，1973年入

伍後，曾在濟南軍區機關任職，擔任濟南軍區
主要領導秘書，1987年11月調總參謀部後，擔
任總參和中央軍委領導秘書，2000年6月升任
空軍政治部副主任，2007年7月升任蘭州軍區
空軍政治委員。接房建國任蘭空政委的劉健也
有相同經歷，劉曾在空軍高炮部隊任基層主
官，作為年輕優秀幹部調總政治部工作後，先
後在宣傳部、辦公廳任職，擔任過總政主要領
導的秘書，2001年4月任總政組織部副部長，
2006年初升任北京軍區空軍副政委，2010年6
月調任空軍後勤部政委。觀察家指出，這次榮
任新職的兩位副大區政工將領都具有政治上
強、作風民主、高層機關工作經驗豐富和善於
抓班子帶隊伍能力強等特點，這在和平環境中
是難得積累的優勢，體現了中央有關領導班子
配備「五湖四海」思想的設計，是跨越總部、
軍種及區域之間的高層人事安排，有利於從政
治上掌握部隊，實現聽黨指揮、穩定部隊的目
標。也有分析人士提出，如何調動部隊幹部的
積極性，煥發熱愛部隊、幹事業先從基層做起
的原動力，已是高層必須正視和解決的現實問
題。

空軍高級將領調整傳遞用人新政

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早前針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終止辯論的決定，
向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失敗，法庭下令梁國雄支付曾鈺成的訟費。
高等法院法官林文瀚在判詞中指，梁國雄的司法覆核是希望可以繼續
「拉布」，做法有政治目的。法庭已經裁定議員在法例規定下無權「拉
布」，而且法庭最初已關注官司會否阻礙立法會運作。
這是法官林文澣對拒絕梁國雄提出的司法覆核所作的進一步解

釋，記得在今年五月中旬，林官已以非重大事故為由予以拒絕。
議員動輒將立法會的爭議提出司法覆核，除了增加法院的工作負
荷，拖累法庭的正常運作之外，亦強法院所難，終院首席法官馬
道立在上任之初，曾經開宗明義說：「法院處理很多爭議，原因
各有不同，無論如何，法官只可處理法律問題，不可能解決政
治、經濟及社會問題。」
再者，香港行政、立法、司法應該互相尊重，而不是互相干預。

「長毛」二話不說，便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除了貫徹他一向濫用司
法程序的作風之外，亦突顯他衝動無知的一面，法庭勒令梁國雄支付
曾鈺成的訟費，已是最低的懲罰。所謂「國有國法，家有家規」，若
果在法庭，有人在庭上說 一些不 邊際的說話，並且不斷重複，法
官會控告他藐視法庭；若果在警署，有人在落案時說 一些不 邊際
的說話，並且不斷重複，毫不合作，警方更會控告其阻差辦公。
任何一件事情，皆會有始有終的，就算是足球比賽之中玩「拉布」

亦只不過局限於90分鐘之內，立法會議員雖然可以就 議員出缺安排
草案辯論作出多一次發言，卻不代表主席可以容忍會議可以沒完沒了
地開下去，就正如我們吃自助餐，雖然聲稱可以「無限次」任飲任
食，卻不代表我們擁有權利去吃至地老天荒、天昏地暗仍可以繼續，
所謂「無限」，實質是有限的。
立法會雖不如自助餐般要限時限刻終止，卻不代表議會可以完全無

規無矩地任由議員胡鬧下去，世上沒有開不完的會議，而主持公道、
主持大局，亦是主席的天職，這些都是任何一個會議的潛規則，而這
些人盡皆知的潛規則是應該遵守和受到尊重的。若然會議是要開一世
的話，恐怕以後便沒有人夠膽進入會議廳了。
梁國雄議員濫用「議事規則」展開「拉布」，主席已尊重他發言

的權利，讓他發言多達27次，在「拉布」目的亦已達到的情況
下，運用立法會「議事規則」第92條賦予的權力去終止辯論，這
些都是作為立法會主席應該做的事，對此，高院法官林文澣亦表
示認同，他在否決社民連梁國雄所提的司法覆核的文本內容中亦
提及，主席要適當控制議會過程，由此可見，主席並沒有濫權，
主席讓「拉布」沒完沒了地無聊下去才算是嚴重濫權。真正的濫
權者，是濫用「議事規則」謀殺議會時間和濫用司法程序並且
「惡人先告狀」的梁國雄議員。

首先，歐債危機的陰霾仍舊揮之不去。希臘大選過後，選舉
結果顯示希臘退出歐元區的可能下降，確實曾經讓市場鬆了一
口氣，可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債務仍是令人擔心，早前兩國國
債的孳息率已達危險水平，成功迫使德國在應對歐債時採取讓
步，但這卻令市場更加憂慮歐債的解決是遙遙無期，也就是
說，歐債問題仍是曠日持久，對香港這個外向型經濟體來說，
其實是很令人擔心的，因為歐債問題的不時爆發，必定會導致
環球金融市場震盪，香港自然不能幸免，當金融市場有不穩
時，香港經濟也不會有好的發展。

香港經濟會遇到嚴峻考驗
其次，美國的經濟最壞環境儘管已經過去，但距離美國經濟

復甦仍有好一段路要走。美國經濟不振，除了會影響香港出口
之外，更甚的是美國的金融政策，反過來會主導香港的經濟發
展。香港是實行和美元掛 的聯繫匯率制度，因而香港利率是
和美元利息同步，可是美國現在實行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利
息是處於歷史上的低水平，香港也跟 推行超低利率的貨幣政
策。對香港來說，美國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等於濫發鈔票，加
上利率低企，其實是對香港實行負利率的貨幣政策，也令資產
受資金追捧而容易產生資產泡沫，若果資產泡沫形成而後來爆
破，香港的經濟會遇到嚴峻考驗。
第三，內地的經濟也出現疲態，香港經濟的榮枯受內地因素

影響至大，當內地經濟沒有動力之時，香港也不免受到影響。
傳統上拉動中國經濟的三頭馬車，即出口、政府投資和民間消
費，現在看起來已逐漸不能將內地經濟拉回高速增長。在上一
個季度裡，內地的經濟增長是7.6%，儘管仍是在政府計劃的
7.5%之上，但已比上一個季度的7.8%明顯下降，而且下半年的
勢頭也有疑問，內地政府已表明就業問題複雜，也暗示了內地
的經濟實在充滿隱憂。對香港來說，這是最重要注視的地方，
因為兩地經濟已密不可分，內地經濟不景，香港也不可能獨善
其身。

必須對潛在風險作沙盤演算
從上文所述，香港的經濟有 中、歐、美外圍的不明朗因

素，每一個國家的經濟變化，都會對香港構成影響。可是香港
獨特之處就是在於其國際市場，香港經濟正是處於這三個經濟
板塊中間，所以香港要承受的經濟風險也比較高。本來根據分
散投資理論，不同經濟體的影響可以是互相抵銷，可是現在國
際市場越來越緊密，也令這種分散風險的傳統智慧逐漸失效。
現在看到的是一個反效果，即一地的問題會經國際金融體制而
倍大，到後來負面影響會更驚人。以歐債問題對香港的影響來
說，本來香港持有歐債不多，理應受歐債的衝擊有限，但不少
金融機構都有借貸予歐債國家，當歐債問題影響了這些金融機
構時，香港的金融市場也會遭到壓力，而歐盟是中國最重要的

貿易夥伴，歐洲經濟不景
氣，也對中國出口造成下
調，從而令中國經濟增長下
降，更不容說歐債對美國，
尤其是華爾街的影響。所以
一個歐債危機，其壞影響可
以由歐洲傳到中、美，再由
中、美將經濟衝擊傳到香
港，而香港就得承受倍大的
衝擊。
所以筆者對下半年香港的

經濟發展有所保留，尤其是
未來數月有更多不明朗因素
湧現，更是香港經濟潛在的危機。令筆者感到不安的是，香港
的老百姓對外圍的風風雨雨好像漠不關心，樓價成交價可以天
價接 天價，市場的消費又很強烈，看得出來是一副沒有留意
外在因素的態度。一旦外圍因素明顯變壞，香港經濟很可能急
速變化，到時候人們很可能反應不過來，系統性的經濟風險會
令人憂慮。政府實在有必要對這潛在風險作沙盤演算，假如一
旦最壞的可能性出現，在有充足準備下，政府在應對上也不致
手足無措。

現在香港的經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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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下行風險不容忽視

自7月1日以梁振英為特首的第四屆特區政府宣誓就

職以來，就備受問責官員僭建、辭職等負面新聞的困

擾。特首及其問責團隊的積極落區也遭遇反對派的連

續圍攻和阻撓，特區新政府開局伊始便面對重重阻

力，但筆者相信梁振英先生是順應多數民意而當選的

特首，新政府當前所面臨的壓力，只是暫時的困擾，

只要新班子團結一心，頂住壓力，積極綢繆，困局很

快就會過去。為盡快擺脫當前的管治困局，新政府應

冷靜思考，作出有效的應對與策略安排。

梁振英先生之所以在特首競選的最後關頭，力挽狂瀾，最終取
得勝利，主要得益於三點要素：一是梁振英對香港前途的關心與
積極思考，有理想、有理念、有政綱；二是梁振英的務實與勤
力，為參加本屆特首選舉，身體力行，認真準備多年，「一支
筆、一本簿和一張摺凳」成為他多年堅持落區，體察民生和關心
民意的標誌；三是其競選班子的組織效率、策略安排與危機處理
應變能力。這三點總結至關重要，是其致勝乃至今後施政管理中
必須的戰略思考。

勝選經驗值得總結借鏡

首先，梁振英為實現理想抱負，積極思考與探索，形成
「穩中求變、創新發展」的施政理念，及關乎政制、經濟、教
育和民生等全面而具體的改革政綱，就是其「思想路線」的
集中體現。
第二，梁振英來自平民，多年堅持落區，關心民生民意，為政

府政策制定與施政改革積極調研，正是其「群眾路線」即：「放
手發動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積極實踐。
第三，梁振英通過精心組織競選班子，有效組織策略安排，及

時應變處理危機。最終贏得以少勝多（競選贊助少、投入人力資
源少）和以弱勝強（欠缺多數富豪支持）的特首競選。因此，有
學者將其描述為「民意特首」實不為過，因為，他的理念、政綱
符合大多數民意的期許。

建立強勢團隊提升施政成效
針對當前新政府面臨的管治困局，筆者認為，新政府更需建立

靈活應變的管治機制和應對策略，樹立「廉潔、高效和強勢」問
責團隊的形象，披荊斬棘，揚帆起航。
一是應組織建立高效、廉潔的問責監督與處罰機制，加強對政

府問責團隊和公務員體系的廉政監督，建立特區政府清廉健康的
形象。
二是要健全完善新政府問責團隊的核心組織與施政管治功能，

建立組織有序、能上能下的問責官員退出機制。雖然反對派連續
「拉布」，新政府重組架構議案在上屆立法會最後時限（7月18日）
未獲通過，但並不意味新政府已被廢了武功。因為，政府組織功
能的定位和用人，才是順利施政與落實政綱的關鍵。因此，在
「新組織架構」未獲立會通過之前，新政府仍可以通過問責官員
的人事安排與施政功能的合理配置，實現既定目標管理，為將來
重組架構的順利通過和有效運行做好準備。
三是應加強對公務員團隊的協調和管理，形成目標一致的團

隊。香港特首及其問責班子是18萬公務員團隊的指揮中樞，特首
統一指揮，團隊協調運作是政府順利施政與落實各項政綱的根本
保證。因此，新政府開局伊始，特首的重點工作之一，就是要加
快對公務員系統的了解與磨合；健全完善有關系統和管理機制，
加強對問責班子和公務員團隊的組織協調與強勢領導，進一步提
升決策力與執行力。
四是政府應加強對「負面輿論攻擊」的公關應對。香港政治生

態日趨複雜，西方敵對勢力反中亂港之心不死。新政府就職以
來，反對派攪局、亂局動作不斷，對問責官員的負面新聞曝光都
是有計劃、有組織的倒梁陰謀，應高度警惕。同時，政府應加強
危機意識，健全「防毒」和「消毒」機制，以承擔、行動和政績
來排除干擾。

新政府突破困局的策略應對

蘇偉文 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馬建波
百家戰略智庫理事

妮爾硯 軍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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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月初俄羅斯的領導人在我國首都參加了上海合作會議後，國
內以至西方國家的學者都在問俄羅斯到底在未來的亞洲外交策略
將如何展現，以及與中國、美國外交的角力將會如何。而剛剛於
本星期在香港亦舉辦了俄羅斯投資年會，推廣俄羅斯。
其實俄羅斯在近來重返世界經濟舞台後，積極加入國際組織，

如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方面就得到美歐各國的支持。特別大家可
以留意到俄羅斯在重視出口資源到中國、日本以及美國等國，反
觀加工和服務業方面與亞洲各國的連繫比較少，而且在加入亞太
經貿合作組織13年，大部分的參與都是反恐方面的合作，所以對
俄羅斯而言，在亞太事務的經濟上參與還有十分大的空間可為。
所以俄羅斯領導人已經表明了今次在海參崴舉行的APEC會議將會
集中討論到能源、糧食和交通問題，而這些重點討論的後話就是
讓俄羅斯的遠東地區發展起來，讓這地區成為歐亞中樞以及利用
其交通物流將糧食和資源出口到亞太各國。這種開展需要的是資
金和科技。2010年12月6日俄羅斯總理普京宣布遠東發展計劃，將
在對外經濟銀行擔保下成立直接投資基金，第一階段將投資800億
－900億盧布。
由於俄羅斯中央集中在西部發展的原因，若欲加速遠東發展計劃的

實現，急需外資和人力的投入，故與周邊國家合作，強化與東亞國家
之互動往來，以跨境跨國合作的方式才是比較迅速且有利的模式。振
興遠東最迫切的是當地基礎設施的現代化，在海參崴舉辦APEC年會
和高峰會，正好可以藉此機會改善更新當地的基礎建設，讓俄羅斯能
夠以更高的水準參與「新亞洲」的快速整合進程。
我們再想深一層，香港在俄羅斯的發展機遇上扮演什麼角色

呢？香港是今年聖彼得堡經濟論壇的路演地，亦間接地表明了俄
羅斯希望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可以被俄羅斯的企業以至政府
確認為可信任的融資平台，為未來的俄羅斯地區發展戰略扮演重
要角色。聖彼得堡經濟論壇是俄羅斯式的達沃斯論壇，是俄羅斯
意欲在世界經濟問題上發聲的平台，所以現在俄羅斯金融組織已
經鎖定了香港作為推廣俄羅斯的平台，其實旨在深化雙方的合
作，為9月份開催的APEC論壇開路，為未來的遠東地區發展尋求
亞洲的合作伙伴。
香港已經與俄羅斯簽訂了免簽證協議，再者有每星期直達俄羅斯海

參崴的航班，其實從地理而言，香港是最接近俄羅斯遠東的國際金融
中心，香港的確擁有天時地利。過去香港特區政府可能多向莫斯科推
廣香港，不妨亦考慮一下讓遠東地區利用香港作為吸引到當地投資的
平台，鞏固雙方經貿關係。

中
央
政
策
組
非
全
職
顧
問

季
霆
剛

香
港
在
俄
羅
斯
亞
洲
戰
略
中
的
角
色

為武戈止

美

恩

■蘇偉文

■7月1日，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

四屆政府就職典禮在會展中心隆重舉行。圖為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四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帶領香港特別行政區主要官員上台宣

誓，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胡錦濤監誓。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