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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期
的外交步伐緊密，訪問
韓國後緊鑼密鼓出訪拉

美。北京聯合韓國被視為是對美日韓同盟的
衝擊，同時分散美國重返亞太的着力點，而
緊接着出訪拉美，更是被部分媒體解讀為包
抄美國「後院」，制衡美國。但筆者以為，
金磚五國是以經濟為主的聯合體，意在發展
中國家建立經濟體系平衡歐美的單極影響
力。與其說習近平抄美國「後院」如此火藥
味深濃，倒不如說習近平生意做到美國家門
口，共創利益，各得其所。

以經濟合作為切入點
習近平幾次外訪都以經濟合作為切入點，

所到之處皆是超規格接待，此次拉美行也少
不了大買賣。不過若以此就說中國是包抄美
國後院，還是有些多慮。美國退出製造業是
事實，填補市場空白對於製造大國中國來
說，當然是當仁不讓。且經濟全球化也是美
國積極倡導的，在這個大環境下，中拉貿易
額去年已經達到2516億美元，難道不訪問拉
美，就能迴避拉美掀起中國熱的事實嗎？應
該說，美國經濟已經着重虛擬經濟，中國在

拉美發展實體經濟，與美國是互補的。事實
上，中國在巴西發展高鐵成功，也必然吸引
其他拉美國家甚至美國。
此次習近平出訪拉美，出席在巴西舉行的

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六次會晤，對巴西、阿根
廷、委內瑞拉和古巴進行國事訪問並出席中
拉領導人會晤。而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中，
頗受關注的是建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
且總部設在中國上海。日後還將成立「金磚
應急儲備安排」的基金，向陷入經濟危機的
國家提供援助。銀行設立以08年金融危機為
經驗，目的是全球經濟霸權化的缺陷暴露
後，增加非發達國家話語權。因此，佔世界
總人口四成，GDP總量佔全球四分之一的金
磚五國，依靠該金融體系集結力量，另起爐
灶，抱團取暖，從而減少對美元和歐元的依
賴，無可厚非。

美國遏制中國影響自身發展
經濟利益成為共同體，當然政治不會太疏

離，中國和拉美的走近確實讓美國眼紅，尤
其在金磚五國中俄羅斯的影響下，美國更擔
心中國被俄羅斯拉攏，抗衡美國。中國在發
展的過程當中，就是要避免逢美必反的心理

陷阱。這一點在習近平描繪的中美新型大國
關係以及中美利益遠大於衝突當中，可以顯
見。另外，雖在多番國際事務當中，美國的
聲勢確實大不如前，以致國內外都認為奧巴
馬政府軟弱，產生對美國超級大國何成其大
的質疑。不過美國應該自信的是未來50年，
依然能保持領先地位。美國的核心優勢有首
屈一指的經濟實力，無論按照何種衡量標
準，當前的國民經濟規模都排世界首位，接
近17萬億美元的GDP，是名列第二位的中
國的將近兩倍。而重要的是，在創新能力、
能源資源和高等教育優勢方面是中國遠遠不
及的，因此長遠看，中國都難以超越美國。
中國不是要取代美國，而是與美國共同發
展。
就現在看，似乎中國的蛋糕越做越大，而

美國還在固執重返亞太遏制中國，影響其發
展經濟。未來眼見的幾十年裡，美國是重蹈
覆轍，四處招惹矛盾，把精力花在遏制他國
上，還是也加入做蛋糕的隊伍，以其現有優
勢爭取更多的原始股呢？近日俄烏矛盾釀成
航班慘劇，美國又要戰略西移，捉襟見肘顧
不上亞太，奧巴馬對不拿寸鐵走到後院的中
國，還是多想合作吧。

東張西望

習近平拉美行還是經濟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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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透過近日本港傳媒的全面揭露，香港市民
對到底是誰在反中亂港？香港反對派背後的黑手來自
何方？都已開始心中有數。從黎智英已被曝光的反對
派金主身份，以及其身後的幢幢鬼影，美國極端右翼
勢力已經現形。但最新的佐證，還包括美國《國家利
益》雜誌網站7月22日剛發表的文章，題目是《如何
處理美國的中國問題：瞄準北京的弱點》，明確點出
香港及台灣均是中國的軟肋，可以在這兩地大做文
章，更明確指出香港的反政府示威行動，是與美國圍
堵中國的核潛艇、常規多彈頭導彈，以及台灣的太陽
花學運一樣的武器，不妨多加操弄，以威逼北京臣
服。

反華勢力在香港布線長遠
這篇文章反映出部分美國反華勢力利用香港鉗制北
京蓄謀已久，布線長遠。其中僅近兩年就捐出數千萬
港元予香港反對派政黨與議員的黎智英，更是反中亂
港的先鋒。本港傳媒揭露，在2012年4月至今年6月的
短短26個月內，黎智英以大額捐款持續輸血予不同的

反對派，部分捐款更有由黎智英助手Mark Simon發出
的捐款單據作證。如在2013年10月18日，Mark透過
匯豐銀行發出4張捐款單據，民主黨獲得最多的500萬
元，公民黨獲300萬元，李卓人及梁國雄則各收到50
萬元。今年年中，黎再向眾人「泵水」，民主黨、公
民黨及梁國雄維持同一金額，在立法會上為《蘋果日
報》發難的李卓人獲加碼捐款100萬元。除了反對派政
黨，黎智英亦有向個別反對派代表人物捐款，其中發
動「佔中」的朱耀明先後獲捐40萬元，「真普聯」召
集人鄭宇碩及公民黨黨魁梁家傑，亦分別在去年6月收
取黎智英30萬元。
令一向不問政治的絕大多數香港人驚訝的是，黎智

英與美國軍方及情報界關係極其密切。兩個月前被傳
媒拍到與黎智英在香港上遊艇出海密斟的前美國副國
防部長沃夫維茲，與黎智英的關係更是非同一般，竟
為黎某人在緬甸做生意拉線公關。而與黎某人整天出
雙入對的助理Mark Simon，更曾在美國海軍情報部門
服役，有報道揭發其為美國共和黨香港支部的負責人
以及中情局在香港的首腦。

美全力推動港台分離勢力合流
這就表明，美國通過幫助黎智英「賺錢」，再間

接透過黎智英去資助和掌控香港的反對派。從過去3
年情況來看，2013年黎智英捐出的「政治黑金」最
多，而這也是「佔領中環」不斷醞釀的重要時期。
而全力推動「佔中」的「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
以及「佔中三人組」之一的朱耀明，都獲得黎智英
的數十萬的直接撥款，更清楚地揭示了美國反華勢
力通過那隻看不見的「黑金政治」之手，早已在培
育香港反對派方面做足了工夫，而美國通過幫助黎
智英在各種生意上謀得金錢利益，再由黎智英分發
並資助香港的反對派政黨，是為了掩人耳目，避免
令「外國勢力介入本港黑金政治」的脈絡暴露人
前。陳方安生之流之所以一再強調收取本地政治獻
金沒有問題，也正是由於這些黑金是通過本地人而
非美國直接交付而已。
美國《國家利益》雜誌網絡文章中所披露的推動港

台反對派以至分離主義勢力合流以壯大聲勢的構想，
同樣早已付諸實質行動。事實上港台分離主義分子沆
瀣一氣，互為犄角的局面，已經存在了好幾年。只不
過在2013年之前，囿於兩岸尤其是香港愛國人士的聲
討，還大多只是低調的交流互訪，但去年香港的「佔
中」搞手竟高調與「台獨」組織和較核心人員公開勾
結，組織培訓課程，相互學習觀摩、培育年輕骨幹，
並且由「台獨」分子為「佔中」出謀劃策，鼓動流
血。這兩地分離主義者結為同盟，同樣是在黎智英的
直接推動下成為事實。報上提供的資料，揭露了去年
黎智英與著名「台獨」分子、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的

秘密對話，表明會
「組織班底赴台」與
施會面，其後就有鄭
宇碩及李卓人等的赴
台交流。到了最近台
灣爆發「太陽花學
運」，香港反對勢力
更擺脫了過去只是觀摩喝彩的旁觀者角色，公開赴台
取經，以壯台灣反政府勢力的聲威。而台灣的太陽花
學運先鋒，也在香港同類的支持下闖關來港，意圖聲
援發動提前「佔中」預演的香港激進分子。幸為香港
入境處識破，當場遣返。

特區政府護國衛港責無旁貸
值得重視的是，美國《國家利益》雜誌網站這篇鼓

吹《瞄準北京的弱點》，還強調利用港台反對勢力對
付北京，是「容易實施的方法，且不會超出預算。多
數情況下，這些辦法可以而且應該在不動聲色、不與
中國『放狠話』、直接爭論或公開對抗的情況下實
施。 而華盛頓應該繼續保持與中國的緊密接
觸……。」
上述文章，充分揭示出美國當局對華的兩面手法。

因此，對於其在香港充當黑金代理人的黎智英，為何
會在壹傳媒近年屢爆盈警虧蝕嚴重的情況下，依然一
邊蝕錢一邊派錢的原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香港特
區政府守土有責，必須依法對陷於財困的黎智英錢從
何來？派錢予何人？相關議員以及公眾人物收黑錢後
有何舉動？有否違法？等等，都查個水落石出，以向
港人作出交代！以維護香港以及國家的安全穩定。

陳振東

斬斷外國勢力亂港反中的黑金管道
美國在全球輸出顏色革命，早已人盡皆知。但像香港這樣把美國情報官員直接安插在一個

傳媒老闆背後，並通過這個傳媒老闆以派發金錢的手段，明目張膽地操縱香港幾乎所有的反

對派重量級成員，興風作浪，更把一個主要的宗教領袖、一位前政府二號人物當作馬前卒，

呼之即來，揮之即去地衝擊當地政府，挑戰中央政權，遠赴英美告洋狀，則在全世界還找不

出第二例，這反映出國際反華勢力在香港是何等肆無忌憚。特區政府守土有責，必須依法對

陷於財困的黎智英錢從何來？派錢予何人？相關議員以及公眾人物收黑錢後有何舉動？有否

違法？等等，都查個水落石出，以向港人作出交代！以維護香港以及國家的安全穩定。

■陳振東

筆者是林行止先生的忠實讀者。讀完林先生24日寫的「正經開會
幫香港 一舉數得解倒懸」專欄文章，不知是欣賞水平有限，抑或
是林先生有政治立場，總覺得文理上有點彆扭，沒有過去那種暢快
感覺。恕筆者直言：以林先生在輿論界的聲望，他大可不必、亦不
應該擺出一副「為民請命」兼「判官」姿態，對張德江委員長等官
員、建制派人士，乃至「泛民」議員都尖酸刻薄地諷刺挖苦一番。
這不僅無助解決分歧，反會令民怨更大，亦有損他過去予人比較客
觀的印象。
「泛民」議員難與中央溝通，扯不上中央「沒念及『兩制』」，
是「泛民」議員對中央有猜疑，導致自取其辱。遠的不說，今年年
初「兩會」報告沒提「高度自治」，「泛民」議員就大肆渲染，猜
疑中央對香港的政策有變；4月政府促成全體立法會議員訪問上
海，還特別應「泛民」議員的要求，安排他們單獨與中央官員會
面。但「泛民」議員猜疑中央是「作狀、走程序」，除了在去與不
去上百般造作，亦在與中央官員見面時醜態百出；6月國務院新聞
辦發布《一國兩制白皮書》，將司法人員列入到「治港者」，「泛
民」議員旋即作危機解讀，指中央意圖要動搖香港行使獨立的司
法權，直到日前李柱銘和陳方安生訪問英國遭冷遇，有「國會議員
指《一國兩制白皮書》並不顯示中央對香港政策有改變」，事態才
稍稍平息。不難預見，如果「泛民」議員繼續猜疑中央，見面亦只
是一場政治秀。
林先生在後文強調，「『泛民』議員這次應與京官會商的一個最
大原因是要向港人交代他們曾竭誠盡力爭取他們支持的『三軌方
案』」，「北京與特區政府，無論他們是否已有方案謅議，均不應
拒絕這類溝通」。筆者以為，要不是林先生多慮，就是低估中央
了。今年香港圍繞2017特首普選爭拗這麼多，有舉辦「全民公投」
的、有遊行示威表達訴求的、有意圖違法「佔中」的，亦有號召
「幫港出聲」的等等。即使中央駐港機構和特區政府都沒有如實向
中央反映香港的實情（事實不可能），相信中央亦能夠透過各種不
同的渠道，掌握到港人的真正訴求。筆者認為，當務之急應該是回
到基本法的框架之下，去尋求政改的最大共識。這不僅是唯一有效
的途徑，亦是香港作為法治社會所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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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本港的政治氣候日益惡劣，反
對派屢屢以極端的言論及手段阻礙政
府施政，直至政改討論展開後，他們
更公然推出違反基本法的提名方案，
甚至煽動部分市民參加「佔中」，以
及通過機構以片面的方式進行民調，
在反對派精心策劃下的民調結果當然
符合他們的要求，從而聲稱這代表本
港的主流民意。然而，他們無視本港
一眾勤奮實幹、顧全本港未來的市民
的心聲，有幸「保普選反佔中」大聯
盟挺身而出，為讓眾多市民真正的呼
聲宣揚開去，決心舉行「保和平、保
普選、反暴力、反佔中」簽名運動，
讓各界知道什麼才是香港真正的主流民意。
香港是自由多元的社會，我們可以包容各類群體和各種聲音，因此我
們歡迎各種聲音並存，這對社會進步發展有莫大裨益，然而自由不等同
任意妄為，你們可以通過合理的途徑發表意見，但絕不可訴諸違法暴力
的手段。「佔領中環」擾亂了香港的正常秩序，破壞本港核心區的運
作，更會演變成暴力衝突，到時候若發生任何流血事件，是所有人都不
希望見到的。
香港能有今天的國際地位，全靠幾代人憑着他們的才華與刻苦耐勞，
將香港由一個小漁村一步步發展成國際大都會及經濟中心，並依靠健全
法制及穩定社會保持已有的地位。可是，「佔中」勢必造成經濟癱瘓及
社會動盪，令香港的國際形象大大受損，甚至會令大量外資撤走及逐步
喪失金融中心的地位，到頭來會深深動搖本港的經濟命脈，受苦的正是
普羅大眾。
健全的政制發展，必須建立在理性討論的基礎上，但反對派往往通過

煽動民眾的情緒，甚至策動「佔中」等非法手段以達到其政治目的，他
們根本就沒有為香港的大局着想，並且無視眾多市民的心聲。今次大聯
盟發起反「佔中」簽名，正是要通過理性及和平的方法團結宣揚愛國愛
港人士的聲音，表達廣大市民真正的訴求：我們要香港和平穩定，繁榮
發展，不能讓上一輩的心血付諸東流，也不能葬送我們下一代的前程。
我，是一名踏實苦幹的商人，用數十年的年華和汗水在港苦苦打拚；
我，與香港眾多的勤勞大眾一樣，只想給予家人一個安穩的家及美好的
生活，我不想香港的前途以及港人的未來被一場本可避免的災難而破
壞，因此我決意支持「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舉辦的簽名活動，用手上
的筆表達真正的訴求及對香港的祝願。我相信你們和我也一樣，不想看
到混亂與流血，不想看到香港江河日下，而且更要讓所有人都知道，愛
國愛港人士不是少數派，不是食古不化，而是香港社會最響亮的聲音，
至為核心的力量，因此我們一定要踴躍支持今次簽名，並且呼籲身邊志
同道合的親友投身這場正義的運動，向「佔中」之徒大聲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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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黑金收買反對派須徹查真相

《信報》社評認為，「在香港，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再被
揭發捐款給泛民團體和個人，過去兩年合共捐獻四千萬港元，
雖然泛民政黨目前只坐擁左右立法和通過政府議案之能事，但
作為一個立場偏頗且高度介入和參與組織本地政治運動的傳媒
老闆，向泛民作出『仙女散花』式的秘密捐獻，實在大有商榷
之餘地，斷乎不可簡單以一句『一條心支持泛民』即推搪過
去。至於有份受惠的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和『香港2020』
召集人陳方安生，竟然在鐵一般的事實面前（黎智英已然承認
確有捐款）以『有人製造白色恐怖』為由企圖轉移視線，實在
不符政治人物該有之風骨。」
《星島日報》社評認為，「本港政制發展進入關鍵階段，各
方政治角力白熱化之際，網上爆出有關傳媒老闆黎智英繼續擔
當泛民主派的重要金主，以及他與前美國副國防部長沃夫維茲
同赴緬甸投資等資料，讓人一窺政改風浪下的深層暗湧。」

公眾不接受申報利益雙重標準
《頭條日報》社評認為，「無論議員如何解釋，但身為議

員，受到立法會議事《個人利益的登記》規定監管，所有個人
利益如有變更，須在變更後十四天內申報。現在的問題是，議
員沒有申報收受捐款，已屬違規。……議員近年狠批高官收取

利益，現在律人以嚴，待己以寬，公眾怎能接受？立法會相關
小組應展開跟進，把議員收款行為陽光化，防止惡例一開，後
患無窮。」
《新報》社評指出，「從議員的道德上，這五人沒有申報

過，而且在議會上，還曾經討論過『壹傳媒』有關的議題，這
顯然是違反政客的道德，也剝奪了市民的知情權。以議員的操
守而言，這明顯是不合格的。」

須查證黎智英是否外國的政治代理人
《明報》署名文章指出，「目前無法證明黎智英的捐款來

源，如果是出自他的個人還好說，如果他的背後還有幕後支持
者呢？看來，反對派的政黨和個人對此都清楚和信任，因為他
們的合作並非一朝一夕，傳媒的責任就是要去查證，黎智英是
否某個國家的政治代理人。」
《星島日報》署名文章指出，「泛民一向自詡站在道德高

地，今次秘密收取鉅款，道德光環蕩然無存，泛民議員卻鴉雀
無聲。劉慧卿議員經常說要『用同一把尺去量度自己和對
方』，今次事件她也說過類似的話；但卻又拋出一句說這是打
壓。……泛民一向站在道德高地，但由在聆聽《財政預算案》
時在議事廳看艷照，到今日秘密收取鉅款，市民眼睛是雪亮
的。與其久站道德高地，高唱一些你自己也不遵守的原則，不
如重回社會，腳踏實地，為香港，為國家做點實事。」

廉署應主動介入調查
《成報》的評論文章認為，「黎智英立即走出來說，四千萬
港幣的捐款都是出自他個人擁有的財產，表示來源清白；領取
了這筆獻金的政客也紛紛站出來為自己辯護，說捐款人的支票
沒有附帶任何條件，任由受惠者獨立處理。……黎老闆的澄清
和政客們的自辯逃不出熟悉香港政治環境的市民們雪亮的眼
睛，一看便知道這班人是誰，所代表的是哪方面的利益；他們
的政治活動，到底是香港之福還是禍？」
《香港經濟日報》報道，「工聯會5名議員去信立法會議員
利益監察委員會主席葉國謙，要求跟進有關議員有否違反立法
會《議事規則》內，有關利益申報的規定。……工聯會王國興
認為，議員身為公職人員，收受利益但無申報是顯然違法，廉
政公署應主動介入調查。曾擔任廉署調查主任的民主黨總幹事
林卓廷，亦要求相關議員澄清，必要時相關執法機構應介入調
查。」

黎智英再次被揭發重

金賄賂反對派政黨和人

士，不得不承認獻金反

對派，但卻否認自己是金主，亦否認接受外國勢力

的幫助，這完全是欲蓋彌彰！輿論指出，黎智英行

賄與反對派政黨及人士受賄，是要搞危害市民福祉

的「佔中」和阻礙依法如期落實特首普選，是將外

國黑金引入從事亂港活動，將香港引入萬劫不復的

絕路。這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社會各界有權要求黎

智英和受賄者向公眾作出交代！ 廉署和立法會都

有責任徹查黑金事件，將真相公之於眾，並依法追

究有關議員。

■責任編輯：楊 友 2014年7月28日（星期一）評論部電郵地址：opinion@wenweipo.com

■王庭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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