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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愛國者治港」成為本港廣泛議論
的話題。局外人看來，這似乎是一個「多餘
的」話題，因為不論在什麼政治體制下，無
論哪個國家、地區的管治隊伍，熱愛、效忠
於其管治的國家、地區乃是天經地義的，各
國、各地區在領導人選舉和任命過程中，也
不會把它作為一個爭論的議題。熱愛自己的
國家，實在是一個公民應有的良知，何況是
領導人和管治團隊呢！然而在香港，這卻是
一個有重大現實意義和強烈針對性的議題，
必須予以澄清和強調。

現實是，在香港的複雜政治生態中，並不
乏對國家懷有敵意、甚至付諸言行的政治人
物。發生在立法會上的議員宣誓效忠基本法
的鬧劇、公開詆毀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言
論、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擱淺—如此等等
香港政治生態中反常、弔詭的現象，凡有眼
的，都能看到；有耳的，都能聽到。有了這
稗草叢生的政治生態，極少數人就有了公然
打出「港獨」旗號的惡膽。正是「物類之
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其
實，在祖國懷抱中被千般疼惜、萬般寵愛的
香港，上上下下早就應該好好反觀一下自己
向祖國捧出的那顆心。

「愛國者治港」，就是映照香港社會心靈的
一面鏡子。無論有怎樣的政治見解分歧，無論
有多大差異的價值觀，也無論生活方式和經濟

狀況多麼不同，作為一個現代公民，「愛國者
治港」，是一面決不能打碎的鏡子，是必須以
生以死來堅守的紅線。人不能割斷和祖國的血
肉聯繫，也不能放棄作為一個公民的最基本義
務和起碼的良知。

「愛國者治港」合情合理合法

對「愛國者治港」提出質疑的人，當然不
會公開售賣自己的良知，相反，倒是以「理
智」和「良心」的面目來出現的。他們不是
理缺詞窮，而是振振有詞。他們的邏輯是：

「愛國者治港」，愛國者的標準是什麼？或者
說，「愛國」本身是一個寬泛、抽象而難以
準確地用它來衡量一個人對國家忠誠度的概
念；既然「概念」本身尚不明確，且難以作
為準繩，那麼，它還有什麼存在的理由呢？
不僅如此，質疑者之險惡，還在於「論理」
又「誅心」。「愛國者治港」之標準既無存在
之合理性，則必有其另外的目的，也就是他
們所說的，中央喜歡誰，誰就是「愛國者」。
由此推下去，後面的結論就浮現出來了：以

「愛國者」標準來要求「治港者」，將來的
「普選」就不是真普選。而成立所謂的「真普
選聯盟」，也就順理成章成了為香港有真正的

「普選」進行鬥爭的義舉。
然而，歪理即使有詭辯的枴杖，也難以坦然

走在大道上。不僅如此，隱藏在歪理背後的真

正目的，也因其招搖過市而暴露無遺：沒有
「愛國者」這個標準的揀選，不效忠於自己的
祖國，對祖國懷有敵意的人，就有了登列管治
香港隊伍的機會，說白了，就是爭奪「管治
權」。即使是達不到目的，也有另外一種次一
級的「收穫」：攪亂香港的政治生活，令「普
選」不能順利進行。愛國者只有一個共同的目
的，而不愛國的那些人，則懷揣 不知道多少
個「小九九」。

對於為什麼必須要由「愛國者治港」，「愛
國者」在香港的標準又是什麼，三十年前鄧小
平先生已講得很清楚，他的觀點，也早已成為
香港社會的共識。

鄧小平在1984年6月22日、23日分別會見香
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鍾士元時指
出：「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
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什麼
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
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
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
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
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
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
愛祖國，愛香港。」

「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這是一
條必須堅守的紅線。

(轉載自《紫荊》雜誌4月號)

堅守愛國者治港的紅線
日本央行新行長黑田東彥4月4日出台了推動經濟復甦的新政

策，黑田東彥在解釋一攬子新政的公告中重點圈出了數字
「2」：通過把央行債券購買規模和貨幣基礎擴大至現有水平的
「兩倍」，在「兩年」時間內實現「2%」的通貨膨脹目標。

這是一個極其大膽的承諾，許多經濟學家以及包括日本財政大
臣在內的官員均認為，在日本這樣一個被通貨緊縮噩夢糾纏了15
年的國家，完成上述任務幾乎不可能。在當今世界，日本是唯一
一個在大蕭條時代過後經歷漫長通貨緊縮惡性循環的主要經濟
體。

新政也帶有很大風險，比如可能導致價格增速快於工資增速、
出現新的金融泡沫或者龐大的政府債券市場崩潰。

黑田東彥向市場傳達的新信息是日本央行形象轉變工程的一部
分。該行在政策聲明中指出，預計新政策不僅會通過利率、資產
價格等傳導機制發揮作用，還將顯著改變市場預期。

日本央行首次給實現通脹目標設定了官方期限（「大約」兩
年），回應了外界對缺乏期限的目標沒有實際意義的批評。該行
表示，將通過結合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等央行實施的「量化寬鬆」
和更好的「質化寬鬆」來實現上述目標。

為降低通貨膨脹，日本央行表示將以每年最多70萬億日圓（約
合7,300億美元）的速度擴大貨幣基礎，直至實現2%的通貨膨脹
目標。

日本央行在最新的政策聲明中稱，將購買期限最長40年的日本
國債，以引導長期利率走低。此舉將使央行所持日本國債的平均
期限從目前的不到三年延長至大約七年。購債計劃會推動長期利
率走低，從而鼓勵消費者和企業進行貸款或消費。

日本央行還將加大與股市和房地產市場有關的金融產品的購買
量，以提振股票和房地產價格，並鼓勵其他投資者也買進這類產
品。

日本出口企業對日本央行的新政策表示歡迎，因為這使得海外
銷售的利潤更高，幫助日本產品在海外市場更有競爭力。但過量
的貨幣寬鬆可能導致日圓跌至危險水平，令燃料、大宗商品等進
口成本上升，並引起債券、股票和土地價格飆升。

喬曉陽表示，中央在2017年落實普選的立場堅定不
移，各界人士和輿論對此高度認同。輿論指出，《中
英聯合聲明》並沒有提到普選，香港基本法第45條和
68條關於雙普選的規定，是中央將普選這最終目標加
進去的，這個承諾超越了《中英聯合聲明》的條文。
許多社會人士指出，全國人大2007年12月29日關於

「雙普選」的時間表，明確規定了未來實行普選前所
必須經過的五個步驟，即港人耳熟能詳的「五部
曲」，這是必須遵從的法定程序，這項規定正正體現
了中央對港人的信任，尊重港人的共識，照顧香港的
整體和長遠利益。只要走好這五步，普選目標就可實
現。

「兩個前提」並不是新條件

喬曉陽指出，香港的行政長官普選有兩個前提，一
是符合基本法和人大決定，二是不允許與中央對抗的
人擔任特首。這兩個前提不確立、不得到香港社會多
數人認同，不適宜開展政改諮詢。喬曉陽這樣講，絕

不意味 中央不主張開展政改諮詢。社會人士指出，
「兩個前提」並不是新的條件，特區行政長官不與中
央政府對抗並且愛國愛港，是「必然之事」也是常識
(common sense)，而行政長官必須與中央溝通是「唔講
都明，係人都知」的淺顯道理，不明白為什麼社會上
仍存在「爭拗」。

反對派在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上，動輒以人權公約與
國際標準來否定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有關特首普選的規
定，企圖迫使中央接受與中央政府對抗的特首人選。
輿論質疑：「如果選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做特首，如
何管治香港？」許多社會人士強調，香港不是獨立的
政治實體，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在普選問
題上，香港的特首由選舉產生，但最後還需要中央任
命，不可能全部跟隨所謂國際標準。

基本法規定就是中央底線

反對派聲稱，「特首必須要愛國愛港」是新增的要
求，「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是新

提法。但是，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須由中央任命，
須對中央負責。對抗中央者不能當特首，本身就是基
本法的要求和不可逾越的底線。社會人士認為，如果
選出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當行政長官，才是真正的

「災難」，香港與祖國內地優勢互補、互惠互利的優勢
將喪失殆盡，投資者將紛紛撤離，屆時失業飆升，樓
股急瀉，港人生計堪虞。

對於反對派近來積極鼓吹「佔領中環」行動，更用
「愛與和平」包裝違法行動誘使巿民加入。輿論指
出，目前激進勢力正在反對派內抬頭，「佔中」行動
屆時可能會失控，癱瘓中環甚至觸發衝突，對社會十
分不利，發生這些情況絕非香港之福，相信一般巿民
都不想看到。

激進勢力正在反對派內抬頭

社會人士亦指，2010年時，反對派包括民主黨一部
分人，願意理性與中聯辦討論2012年立法會選舉辦
法，本來是個好開始，但2012年立法會選舉後，民主
黨、民協遭到反對派激進勢力大加施壓，他們為保住
在反對派內的地位，怕不夠激沒有巿場，唯有從談判
桌往後退，現在已經沒有人敢理性看待中央政府，敢
與中央政府理性討論、對話。

社會人士進一步分析，原來激進的以及後來激進的
反對派，自知他們不可能威逼中央在底線退讓，於是
完全無意理性達成特首普選，只想鬧事攪亂本港，引
起國際社會注意，撈取更多政治資本，這種「只求手
段，不求目的」將成為本港隱憂：「如果在中環攪亂
成功『博拉』，使用武力來拘捕他們，這是新聞。不

拘捕他，（中環）癱瘓了，這也是新聞。他進退也有
好處。」有人預言本港可能陷入黑暗時期，唯有寄望

「大亂之後必有大治」。

「佔領中環」是與港人生計為敵

也有輿論認為，反對派「佔領中環」圖撈取更多政
治資本，完全打錯算盤。反對派「佔領中環」行動屆
時可能會失控，癱瘓中環甚至觸發衝突，等於癱瘓香
港經濟命脈，是與港人生計為敵。若反對派冒天下之
大不韙，等於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輿論認為，如果反對派不承認中央的底線，與中央
就沒有妥協餘地了。但是，政治是妥協的藝術，民主
是妥協的制度。妥協精神是民主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不妥協的成本很高，會受到選民和道德的雙重制裁。
如果反對派拋棄妥協堅持「佔領中環」，香港社會和
經濟固然會付出很高成本，但反對派也會受到法律和
選民的制裁。

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喬曉陽早前表達中央「三個堅定不移」的

立場，上周繼續成為輿論焦點。各界人士和輿論認為，中央在香

港實行普選的態度一直是堅定不移、積極和真誠的。但是，反對派完全無意理性達成特首普

選，只想鬧事攪亂本港。激進勢力在反對派中抬頭，進佔了主流地位，溫和反對派站不穩，

現在更可謂「見光死」，「一出 就會畀人打死」，看不出有溫和反對派走出來理性討論的可

能性。不少社會人士坦言對今次政改十分悲觀，但還是希望反對派能夠以理性妥協的態度討

論特首普選，若反對派堅持對抗不妥協，必須承擔政改一拍兩散的責任。

中央落實普選積極真誠 反對派無意理性達普選

經濟能夠持續發展和增長，是維持社會長期穩定和諧、人民享
受安居樂業的基礎。香港近年政治爭拗不斷，政府更要面對房屋
和貧窮、老年社會和環境等諸多問題。要紓緩民間怨氣和提升社
會幸福指數，改善經濟是重要的途徑。現在回顧香港過去60年經
濟發展的過程和社會狀況，希望能為政府制定長遠經濟政策和提
升香港經濟動力作為參考。

製造業式微影響經濟長遠發展

簡略而言，香港經濟能夠從百多年前的轉口貿易逐步發展成為
今天的金融中心，起步是始於50年代後期的加工製造業。其後經
過30多年的產業替代和發展，大量中小企業的創辦和設廠，製造
業在80年代後期達到巔峰。當其時，製造業僱員人數達90多萬
人，產值佔本地生產總數約24%。工業產品出口，為香港賺取大
量外匯。香港經濟欣欣向榮，市民得以安居樂業。

但是，由於整體經濟的膨脹，造成勞動力短缺，生產成本上
揚，製造業被迫於80年代初開始外遷到內地和東南亞國家。到90年
代中期，製造業的生產部門絕大部分都已經轉移到珠江三角洲，
只留下銷售和設計等部門在香港，形成所謂「前店後廠」佈局。
至此，香港的經濟已徹底由製造業的出口帶動，轉變為以服務業
為主的經濟結構。現在，香港的經濟依靠金融保險業、物流運輸
業、產業服務和地產發展。加上大量來自內地的遊客，帶旺了香
港的零售市場和餐飲業。至此，香港已成為可能是世界唯一服務
型的獨立經濟體，工業產值不足GDP5%，僱員人數約20萬人。

但是應該認識到，香港是一個獨立的經濟體如新加坡或瑞士，
而非如紐約、倫敦或上海般的城市經濟。香港現在的經濟結構是
非常不理想的。原因如下：香港產業的服務客戶全在境外，市場
需求不受香港控制而是隨外圍經濟情況而改變。香港處於非常被

動的地位，這在屢次的金融風暴中有充分體現。其次，最近有報
道指由於其他國家的競爭，美國的汽車製造業萎縮不振，著名的
汽車城底特律，財政已面臨破產邊緣。底特律的單一經濟模式，
其經濟興衰的經歷，足為香港警惕。回頭看看香港，若果基於目
前狀況大膽預測，不久將來香港經濟將面臨嚴重挑戰。首先鄰近
地區金融服務業的建立，將對香港的金融保險業不無影響。其
次，珠江三角洲勞工供應漸趨萎縮，製造業如果向內陸遷移遠離
香港，肯定將會影響香港的航運業和物流業。至於旅遊業，由於
香港地少人多，承受外來遊客能力有限，這對旅遊業的持續發展
是終極的限制。這些都是影響香港經濟長遠發展的因素，政府應
該有應對的政策。

適度有為重振本土製造業
其實，本土製造業，不但能夠為香港賺取大量外匯和提供就業

職位，製造業也是科研成果的載體和為理工科學生提供實習場所
和就業的選擇。現在香港沒有本土製造業，科研成果只能售給境
外企業，香港納稅人所得回報微不足道。

由政府歷年的統計數字可見，香港的經濟增長近年明顯落後於
新加坡等國家，而基於現在狀態下能夠大幅度提升經濟的可能性
並不太樂觀。所以香港必須建立新的經濟增長點，帶動經濟向前
發展，提供就業職位，促進社會流動性。重振本土製造業應該是
最佳選擇之一。這在經濟發展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已略有討論，
會議結論認為「對製造業對香港的貢獻，要有重新的認識，要肯
定」。業界希望現屆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發揮一定的功能和作用，採
取積極態度，適度有為，要坐言起行，盡快制定產業及有關政
策，推動本土製造業，提升經濟向前發展，造福市民。

最後，現在仍然有人認為香港其實有製造業，只是工廠設於一
之隔的深圳和內地。但嚴格而言，這概念並不正確。因為香港

是獨立經濟體和關稅區，境外的工廠，只是港人在境外的投資而
已，並非香港的製造業。否則，德國人在內地投資設廠，也屬德
國的製造業，所生產的名貴汽車也算是德國製造(Made In
Germany)了，顯然並非如此。何況，境外的製造業，對香港各方
面的貢獻，遠不如本土製造業。但是，無論如何，港資所擁有的
境外製造業，已經成為香港經濟的重要部分，政府應該繼續支持
和推動，希望能夠與本土製造業協力推動香港經濟向前發展邁
進。

香港為何需要本土製造業

文平理

呂明華博士 經濟發展委員會成員

《紫荊》雜誌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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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普聯」昨日舉行研討會，在會上有市民對研討會只邀請反
對派講者感到不滿，也有市民批評「真普聯」違反基本法與人大
常委會決定的立場。主辦單位以有市民叫喊為由兩度中斷會議，
並且報警求助，最終更腰斬會議。「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指腰
斬會議令他感到非常沉重，認為香港政治文化受到挑戰，他又指
有人希望製造混亂云云。然而，這類政治議題的會議肯定會有不
同意見人士來發表意見，火花四射情況並不鮮明，現在不過有幾
名市民表達不滿，「真普聯」有必要如此小題大做嗎？過去社民
連等激進政黨粗暴狙擊政府、建制派活動不計其數，為什麼不見
鄭宇碩表示非常沉重呢？

在昨日研討會上，確實有市民高聲批評反對派的立場，但都是
動口不動手。「真普聯」既然高調舉行研討會，自然希望不同意
見人士都能夠表達意見，就算有市民稍為激動，但在這類會議是
常有之事，不足為奇，以此報警甚至腰斬會議並無必要。「真普
聯」究竟是因為有市民高聲叫喊，還是因為發言人士的立場不合
己意而一拍兩散，只有他們知道。但必須指出的是，在會上並非
只是一方開罵，反對派議員及其支持者同樣反唇相譏，甚至有恐
嚇之嫌，鄭宇碩將腰斬會議的責任全推在有關市民身上，並且上
綱上線，極盡抹黑之能事，這種做法不但偏頗，更是別有用心。

事件凸顯了反對派人士的雙重標準，在會議上其中一名嘉賓就
是社民連梁國雄，而他與人民力量的黃毓民、陳偉業之流正正就
是本港暴民政治的始作俑者，動輒以暴力手段去狙擊其他政黨團
體的活動，圍堵、破壞官員的落區。自梁振英就任特首以來，每
次落區都受到一小撮激進人士不由分說的衝擊搗亂，阻撓與市民
交流會面。更不要說當年「V煞」違法衝擊「遞補機制」論壇，
最終多名參加者更因此被捕，這些行為才是真正的製造混亂，挑
戰香港的政治文化。然而，鄭宇碩及反對派之流過去為什麼對這
些暴力行為沒有批評過半句，「沉重」過半秒？反而有市民表達
不滿，無衝擊無動手就要腰斬會議，藉此將不同意見的人士及團
體污名化，如此雙重標準難道這就是他們口中的民主？

事實上，「真普聯」的做法，也是為了掩飾內部的問題。「真
普聯」表面上整合了27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但各人都是各懷鬼
胎，近日因為「佔領中環」更引發了不少矛盾和裂痕。目前鄭宇
碩連召集足夠成員開會都有困難，在研討會上更只有幾名反對派
議員撐場，現場的反對派示威者也是寥寥無幾，示威不成反示
弱。鄭宇碩等人眼見昨日有市民到場表達不滿，於是乘機借題發
揮，將會議腰斬，並且以此為由暫時不再召開，免得出醜人前。
因此才有了昨日嫁禍他人的一幕。不過，「真普聯」不去思考自
身立場受到市民反感，不去改變與中央對抗的路線，反而玩弄嫁
禍的把戲，也實在太過低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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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要建立新的經濟增長點，帶動經濟向前發展，提

供就業職位，促進社會流動性。重振本土製造業應該是

最佳選擇之一。業界希望現屆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發揮一

定的功能和作用，採取積極態度，適度有為，要坐言起

行，盡快制定產業及有關政策，推動本土製造業，提升

經濟向前發展，造福市民。

■喬曉陽上月在深圳與建制派議員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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