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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昨日發表聲明，指

美國中情局前僱員斯諾登已自

行循合法和正常途徑，離開香

港前往第三國。斯諾登走了，

但事件卻留給社會一些疑惑和

反思。一直高舉人權自由旗幟

的反對派頭面人物，在斯諾登

事件中始終一言不發，甚至沒有

說過一句會令美國尷尬的說話，

由他們的立場到發言都有統一的

口徑、嚴格的紀律、不能逾越的

界線，這說明在背後是有人統籌

反對派的整個行動。當中，接任

美國駐港總領事的夏千福自然扮

演最重要的角色，也顯露出他有

別於前任楊甦棣的作風。

斯諾登的揭密事件是美國近年

醜聞中的最大一宗，而且涉及內

地與香港的電腦網絡系統，美國

駐港總領事館無可避免處於政治

風眼位置。雖然夏千福尚未正式

上任，但他這幾個月實際上已接

任總領事工作，第一炮是接見民

主黨副主席單仲偕，為美國國會

即將召開的有關香港政制聽證會

做準備。不過，不久就爆發了斯

諾登事件，如何應對事件便成為

夏千福的首個考驗。

從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在事件中

的部署，大致可窺見夏千福的一

些特點：一是外鬆內緊。楊甦棣

是典型的大嘴巴，喜歡四處演講

點評時事，多次公開發言干涉香

港內政，引發社會輿論的不少非

議。但在夏千福主政下，美國駐

港總領事館對斯諾登事件一句評

論都沒有，儘管建制派及不同團

體相繼到總領事館示威，但他就

是不回應，也不給外界口實，只

是在暗裡部署，說明夏千福行事

作風外鬆內緊，這可能與他橫跨

軍政兩界的背景、有豐富的情報

工作經驗有關。

二是嚴密操控反對派。事實

上，對於美國公然侵犯香港人權

的行為，香港的政治人物沒有理

由不批評。就算在楊甦棣主事時

期，反對派在一些涉及美國的問

題上也可稍稍批評一下，小罵大

幫忙。但現在，反對派頭面人物

對美國不敢作出片言隻語的批

評，不敢發表有損美國形象的言

論。反對派頭面人物，包括余若

薇、陳方安生、陳日君、李柱銘

全部恍如人間蒸發一樣，不敢回

應事件。作為反對派喉舌的《蘋

果日報》在報道上故意淡化，並且配合美國

對斯諾登的人格謀殺；民主黨和公民黨在立

法會不斷迴避直接批評美國。他們都不是傻

子，肯定知道如此瓜田李下，肯定會受到輿

論批評，在民望上失分，但何以他們連一句

「交差式」的批評都不敢？這被認為是夏千福

下了嚴令，令反對派頭面人物基本上處於噤

聲狀態，突顯出夏千福的強硬作風。

這次斯諾登事件對香港有兩點啟示：一、本

港政壇確實存在一班美國代言人，在關鍵時候

一定是站在美國人一邊，為美國的利益服務；

二、美國政府對本港政治的介入和操縱已到了

明火執仗的地步，反對派必須聽令而行。市民

不禁會問，既然香港有某些政客甘於作為美國

的扯線公仔，假如「佔領中環」成功為反對派

爭取到一個確保入閘的方案，並讓美國代理人

藉普選成為本港特首，香港將變成甚麼樣子？

會否變成外國勢力的反華橋頭堡？斯諾登事件

已說明外國勢力介入絕非杞人憂天，這是本港

商討特首普選時不能忽略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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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加息或比美早
樓市存下滑風險

聯儲局退市部署存不確定性

曾俊華指出，伯南克言論增加了政策透明度，讓市場
對退市有一定心理準備，但有關減少買債的時間表，要
視乎未來數月經濟數據的變化。過去幾年，美國經濟雖
然整體上是緩慢改善，但經濟數據時好時壞，歐洲、日
本的復甦仍然遙遙無期，加上伯南克的任期將在明年初
屆滿，故聯儲局的退市部署仍然存在相當的不確定性。
他續指，有關普羅大眾最關心的樓市，必須注意一

點，就是不要以為美國只會在一兩年後才進入加息周
期，屆時本港樓市才會受影響。他強調，巿場反應往往
走在政策前面，例如美國10年期國債息率自5月初至今
急升近半個百分點，反映市場早於今次聯儲局會議前，
已經預期聯儲局可能在未來數月減慢買債的步伐。相信

即使美國未正式進入加息周期，市場對加息的預期會逐
步影響本港樓市。其次，雖然目前當局未察覺有大量資
金離開本港，但這個可能性確切存在，不容忽視。
曾俊華直言，若大量資金離開本港，資金泛濫的情況

可能會逆轉，本港息率可能會較美國更早上調，呼籲有
意置業的市民，務必注意樓市下滑的風險，並且要充分
考慮在按揭利息上調時，自己的財政情況及供款能力。

無意准港公司豁免買家印花稅

他又回應部分立法會議員及地產代理業人士，對多項
需求管理措施的看法，指出他去年10月26日宣布加強額
外印花稅和推出買家印花稅，但相關法案仍在審議中，
仍未得到立法會通過。有議員建議由港人成立的香港公
司應獲豁免買家印花稅，但政府認為建議不可取，接納

這個建議將給市場非常錯誤的信息，以為政府「放軟手
腳」，很可能令好不容易才稍為冷卻的樓市，再次熾熱
起來。
他又解釋，絕大多數市民置業自住，皆用個人名義購

買物業，以公司名義置業自住的只佔少數。在當局建議
的買家印花稅下，他們選擇以公司名義置業的成本的確
會有所增加。但他認為這措施對他們並非不公平，因為
如果在現時樓市處於非常時期下，他們真的有急切置業
自住的需要，他們仍可以和絕大多數市民一樣，選擇以
個人名義置業，他們的權利與其他市民沒有不同。他希
望提出建議的議員三思，權衡豁免「港人公司」的利
弊，不要堅持建議，盡早完成審議和通過有關法案。

樓市「早日康復」對業界有利

曾俊華重申，明白近期樓市交投疏落，影響地產代理
界的收入，希望他們明白除了政府的需求管理措施外，
持續高企的樓價同樣令成交量減少。相反，如果政府坐
視樓市泡沫風險不理，泡沫一旦爆破，對本港經濟和地
產代理業界的影響，只會更深遠、更漫長。他說，讓樓
市盡早回復健康平穩發展，對本港整體和地產代理業
界，長遠都是有利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伯南克早前交待當局的退市部署，即時引

發跌市。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最新網誌撰文指，伯南克的言論，一定程度上反映聯儲局對美國經

濟前景審慎樂觀，若此看法正確，相信本港未來的對外貿易可望改善。在金融市場方面，他認

為，市場未來對美國公布的數據會非常敏感，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引起資金流向逆轉，令市場大

幅波動，並提醒投資者應格外小心做好風險管理，又指本港加息周期可能早於美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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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德成：擬建文物大樓存館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劉雅艷）對於早前港
大民調指港人對中央及特區政府信任度下跌，工聯會榮
譽會長、行會成員鄭耀棠昨日接受電視台節目訪問時認
為，在某些時段便會有一些調查出來，令人覺得背景有
問題，動機不良，但肯定市民的愛國情懷仍然是主流，
不擔心市民對國家身份的認同有很大問題。而新民黨主
席、行會成員葉劉淑儀昨日出席電台節目也表示，政府
民望下跌，是受到貧富懸殊等結構性社會問題，以及官
員負面事件影響，惟這些問題難於一時三刻完全解決，
需從多方面政策入手處理，呼籲市民給予政府時間研究
及制定相關政策。
鄭耀棠昨日指出，在過去一年的遊行示威隊伍中，出

現港英旗幟，不排除在有人刻意渲染下，有起 鼓動的

作用，「這些人士沒有其他國籍，便只能指自己為香港
人，以獨立國家看待，成為一種獨立思潮，若這種思潮
在香港萌芽的話，實在是很悲哀，會影響到香港特區對
中央的態度，同時亦引起中央高度關注」。

獨立思潮若萌芽「很悲哀」

對於這些現象的出現，鄭耀棠認為，各界及特區政府
均有責任，例如限奶令、食品質素等一些互相影響的政
策，需要認真考慮及小心處理有關反應：「就算在港英
年代，在推行某些政策時亦有提及需要考慮對鄰近地區
的影響。」
而葉劉淑儀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則總結過去7個月

與政府商議各項政策的行會工作。她認為特首梁振英樂

於聽取各成員的意見，「很用心、很努力」施行各種利
民政策，正面回應市民的訴求，現屆行會亦比過往更勤
力，更重視民意及政黨反應。她指現屆行會加入民選立
法會議員，令行會更民主化，更重視民意及政黨反應。
而本港步向普選，民主意識較強，加上本土及個人權益
抬頭，都衝擊現屆政府。

葉太：CY用心用力利民

葉劉淑儀表示，雖然政府面對很大壓力，但亦在民生
方面，扭轉歷屆政府不願制定貧窮線的取態，又在短時
間內推出長者生活津貼等。在房屋方面，亦推出白表免
補地價購買二手居屋、樓市「雙辣招」，以解市民置業
的殷切需求。而目前政府各決策局宜盡早向行會匯報及
講解政策進度，好讓行會成員能有充足時間討論。
另外，政府亦應多向市民詳細解釋長遠的社會發展策

略及藍圖，以增加市民對政策的了解。

鄭耀棠批反中調查動機不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博物館藏
品的儲存空間不足，是不少大城市博物館共
同面對的挑戰。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以
〈香港籌建新型文物大樓〉為題，在網上專
欄《局長隨筆》中撰文，指出康文署轄下的
博物館雖設有館藏庫，但隨 藏品數量不斷
增加亦已達飽和，為長遠解決藏品儲存問
題，署方正計劃在天水圍興建一所新型文物
大樓，長遠妥善保存珍貴文物，集中存放和
管理博物館藏品。

選址天水圍 佔5,000平方米

曾德成指出，博物館收藏大量歷史文物和
藝術珍品，是城市文明的寶庫，因此對館藏
作專業化的整理和保存非常重要，康文署現
正計劃興建一座新型文物大樓，長遠妥善保
存珍貴文物。他指，儲存空間不足，是不少
大城市博物館共同面對的挑戰。興建文物儲
存大樓集中存放，漸成趨勢，例如美國史密

森尼學會的博物館群，就建設了「支援中
心」，集中存放各館藏品。為長遠解決藏品
儲存的問題，現計劃在天水圍第109區一幅
約5,000平方米的土地，興建一所文物大樓。
他說，博物館的館藏既珍貴又獨一無二，

如何適當貯藏是專門學問，因此新大樓必須
細心籌劃，尤其是本港位處亞熱帶，天氣潮
濕多雨，對文物藏品構成潛在威脅，如金屬
品 蝕、有機文物發霉和蟲害等。故館藏庫
要具備多項獨特設計，包括配備溫濕調控系
統；文物儲存庫的傢具，如藏品櫃及層架等
都要經過精心設計和挑選；還要有特別的消
防裝備，如氣體自動滅火系統，避免一般的
自動灑水系統對文物做成水害。
曾德成透露，籌建文物大樓的初步規劃方

案，已諮詢元朗區議會，並獲支持，區議會
期望這計劃能提供更多文博設施、公共藝術
裝置和文化活動，以及讓社區對文物保育和
修復有更深認識。

扒浴缸喻港情「陳 Pi」冀團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

「香港龍舟嘉年華」讓市民及旅客
能在尖東海旁觀賞龍舟賽事，但勇
奪「名人扒浴缸大賽」特色造型大
獎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 鑌，則
別有一番體驗。他表示，在划槳時
如果其中一邊更加大力及時機不
合，「浴缸」便會難以向前，與現

時本港情況類似，希望各界能共同
合作，令本港向前發展。
昨日的「名人扒浴缸大賽」，有多

名不同界別的名人參賽，陳 鑌亦
是參賽者之一，他與荃灣區議員黃
偉傑合作划動「浴缸」。賽前陳 鑌
對贏得比賽很有信心，「獎就肯定
有，但要睇贏咩獎」。兩人以電影
《少年Pi的奇幻漂流》的角色造型打
扮，最終贏得特色造型大獎。
雖然陳 鑌未能贏得扒浴缸大

賽，但他卻別有一番體驗，「我覺
得扒浴缸和香港現時的情況有點相
似，因為在浴缸中的兩人需要一左
一右地划槳，如果其中一方太大
力，又或者兩人划動的時機不合，
浴缸便不會前進」。他認為社會各
界都應通力合作，令本港可以像龍
舟一樣向前進。

■陳 鑌（中）與黃偉傑（左）贏

得特色造型大獎。 彭子文 攝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及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6周年籌備

委員會宣布慶回歸系列活動，「重頭戲」將在添馬公園

側舉行慶祝嘉年華，為分布全港18區的28場嘉年華會揭

開序幕，逾千間商號同日還會提供五折至九折的消費優

惠。輿論認為，今年慶回歸活動以「手牽手．慶回歸．

獻愛心」為主題，傳遞全民參與、分享回歸喜悅的理

念，十分有意義。慶祝活動滲入全港各個社區，將慶回

歸喜悅擴散到香港每個角落，藉回歸的喜悅時刻與市民

同樂，同時關心弱勢社群需要，有利於促進社會和諧發

展，向社會傳遞正能量。

理直氣壯慶回歸彰顯正氣

對於反對派指今年慶回歸活動是為了抗衡「七一遊

行」，輿論直指慶祝回歸從來都是理直氣壯。《星島日

報》社評認為，「現在慶回歸團體把絕大部分活動，安

排在下午舉行。假日市民多數想多休息，從時間安排

上，下午舉辦活動較為適合，今年的改動，至少反映慶

祝活動不忌諱批評，爭取最有利本身的時段。慶回歸團

體，今年集合多家商號提供慶回歸優惠，大部分的優惠

時段都是在下午遊行時間，由購物和飲茶折扣，到光顧

美容，都有形形色色的優惠。⋯⋯參加慶回歸和音樂會

的人，究竟有多少人去遊行，現在是未知數。如果有人

為了參加慶祝而放棄參加遊行的計劃，本身也是自由社

會的選擇。從今年七一安排的變化，可以說社會由容忍

遷就，變成趨向日益分明的不同選擇」。《明報》署名

文章認為，「在人家歡天喜地慶祝結束殖民地統治，回

歸祖國懷抱，中華民族崛起，你不同意，如果說『包容』

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你應該過兩天才遊行示威，你偏要

在人家慶賀的時候遊行，就是反對人家慶祝，把它說成

是反回歸一點也不過分。如果說是對 幹，反回歸是始

作俑者。如今慶回歸變更慶典時間地點，加上近千家商

戶提供購物就餐折扣，被說成是對 幹，其實是反擊對

幹⋯⋯七一遊行組織者說參加遊行人數可能會減少，

是否這樣，其實已經不重要，關鍵是慶回歸的終於認識

到，躲躲閃閃不是辦法，也不應該，敢於理直氣壯的告

訴人家，回歸日應該普天同慶，各方以多種形式興高采

烈的慶祝一番。如果場面越來越擴大，遊行的傳統就會

消失，正邪的位置才能顛倒過來」。

各界踴躍參與顯示民意期望社會穩定

今年慶回歸活動不但得到商界的大力支持，社會不同

團體都大力響應。輿論認為，這除了反映社會肯定回歸

以來的成就之外，更是對「佔中」的反擊。輿論指出，

回歸16年來，香港各方面建設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本港連續19年成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國際金融中心的

地位不斷鞏固和深化，法制健全、社會廉潔，資訊流通

自由，國際貿易及投資頻繁，繼續成為吸引外來投資者

的熱土，這些成績得來不易，更值得本港市民好好守

護。《晴報》社評亦認為，「今年的七一遊行，民陣將

主題定位為『人民自主、立即普選、佔領中環、蓄勢待

發』，亦即將七一遊行，作為『佔中』預演。基於遊行

訴求的延續性，導致建制派必須總動員加以反制，故強

調慶回歸活動，要傳達出人人都守法的核心價值，與不

惜以公民抗命，以身試法的『佔中』行動對 幹，避免

『佔中』議題持續發酵。故此，今年的慶回歸與遊行打

對台，實際上是一場『佔中』與反『佔中』行動的預

演。此外，各區近千個商戶於七一當日，史無前例向市

民提供優惠，從另一角度反映出，商界對目前的政治生

態，特別是『佔中』行動的不滿情緒」。

民意反對「佔中」守護香港

在各界籌備慶祝回歸之時，反對派發動的「佔中」卻

愈演愈烈。主流民意對「佔中」已經表達出強烈的反對

聲音，油尖旺區議會和深水 區議會上周分別以大比數

通過反對「佔中」動議。大部分區議員在發言時，批評

反對派鼓吹違法行為，會破壞社會秩序、影響金融經

濟、顛倒法治精神、教壞下一代。不同機構的民調都顯

示，高達七成市民都反對「佔中」。輿論認為，在反對

派正在全力推動「佔中」行動的時候，更需要表達社會

求穩定、求發展的呼聲。全港各界齊心協力辦好慶回歸

活動，正是要向挑動政治對抗的反對派顯示民意的真正

聲音，市民不希望見到違法的「佔中」癱瘓中環，也不

支持任何對抗的行動。社會各界共慶回歸，正體現出市

民熱愛香港、建設家園的共同願望。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日前舉行記者會，介紹今年由慶

委會主辦的慶祝回歸16周年系列活動，由6月30日起一

連3日，在全港18區舉辦主題為「手牽手．慶回歸．獻愛心」合共37個系列慶祝活動。輿論認

為，香港回歸以來，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下，本港在不同方面發展有目共

睹，在回歸日前後舉辦慶祝活動，不但讓市民能分享回歸的喜悅，更有凝聚人心、促進社會和

諧、傳遞正能量的效果。輿論亦認為，各界踴躍參與慶回歸活動，表達了對香港社會保持穩定

繁榮的期望，反對任何違法的政治抗爭行動，特別是近期鬧得滿城風雨的「佔領中環」。通過手

牽手、慶回歸、獻愛心，向社會傳達出守護香港的訊息。

各界慶回歸匯聚正能量 手牽手獻愛心守護香港
文平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