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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證監嚴打券商違規行為，上海股市急挫

7.7%，創6年半以來最大單日跌幅，港股跟隨向

下，恒生指數一度下跌超過 500 點，收市報

23,738點，下跌365點。實際上，中證監出手嚴

打違規孖展， A股和港股雖然有可能進一步調

整，但內地市場運作恢復健康正常，長遠利好港

股。

2014 年上半年，滬指走勢平淡，一直到 6 月

底，滬指還在 2000 點附近徘徊。但 7 月下旬開

始，滬指一路攀升，至11月底，受降息、存款

保險制度等影響，2014 年最後一個交易日滬指

衝上3200點。縱觀全年，滬指累計上漲53%，漲

幅全球第二。但是，推動去年下半年A股瘋牛的

主要動力是融資融券，而內地的融資融券業務剛

剛起步，存在嚴重的違規風險。中證監出手嚴打

違規孖展，點名12券商兩融業務違規，三大龍

頭被罰停新增孖展業務三個月，銀監會同時發文

規範委託貸款，令滬市大跌，與A股息息相關的

港股跌幅也一度擴至513點，A股收市後港股略

為 回 穩 ， 全 日 收 報 23,738 點 ， 挫 365 點 或

1.51%，險守100天線。

從內地監管部門對兩融違規問題處理的方式與

力度來看，不僅處罰的力度小而且象徵性的意義

大於實質性的意義。因為，監管部門並不希望打

壓股市上升的動力，而主要是防範股市可能面臨

的系統性風險。如果監管部門再允許融資融券違

規操作並讓類似2014年下半年的「瘋牛」再次

上演，那麼2015年內地股市可能形成系統性風

險，這是監管部門所不願看到的局面。

內地監管部門出手處理融資融券存在的違規問

題，是要讓A股「瘋牛」轉變為「慢牛」，這也

會令港股出現類似效應。不過，內地處理違規問

題，可使市場運作恢復健康正常，A股向下調整

也可撇除去年下半年上升過快累積的泡沫。

回首2014年，滬指升幅全球第二，而港股則

顯得相當平靜，恒生指數全年僅升1.28％，只跑

贏韓國及馬來西亞股市，位列亞洲倒數第三。去

年下半年，在內地減息、市場憧憬滬港通開通等

因素推動下，恒指於 9 月 4 日升至年內最高位

25,632點，創近六年半高位，但隨後的「佔中」

事件則令港股受到衝擊。不過，隨「佔中」結

束，內地市場運作恢復健康正常，港股長遠看

好，未來在滬港通、深港通以及內地減息等利好

消息帶動下，2015年港股升幅有望擴大。

A股處理違規 長遠利好港股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第二輪政改諮

詢文件。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表示，根據人大決

定制定的普選方案是香港政制發展最務實可行的

方案，重申一旦政改被否決，就會沿用2012年

特首選舉的產生辦法，即由1,200名選委選出特

首人選。事實上，根據人大「8‧31決定」制定

的普選方案，既嚴格遵循憲法、香港基本法，又

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為香港帶來貨真價實的民

主，是一個最務實可行的方案。有普選肯定比沒

普選好，這是本港民心所向。手握否決權的反對

派議員，須在政制發展問題上作出明智抉擇，不

要做否決普選的「反民主派」。

反對派攻擊人大決定扼殺本港民主空間，一

再揚言要否決按照人大決定提出的政改方案。

事實上，人大決定既嚴格遵循憲法、香港基本

法，又認真聽取、積極回應香港社會主流民

意；既保障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又保

障香港特區長期繁榮穩定。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曾形容：「人大決定不是一個權宜之計，而是

一個『精品』。」有了人大決定，本港順利落

實普選就有了憲制保障，若政改方案順利走完

立法會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批准的法定程序，香港500多萬合資格選民就可

以第一次行使一人一票直接選舉行政長官人選

的權利，實現香港民主發展的歷史新跨越。

本港多個民調都顯示，按照人大決定通過的

政改框架，六、七成的受訪市民認同應「接

受」，說明支持政改是本港主流民意。反對派

議員作為民意代表，理應順應民意，作出符合

社會利益的決定。可惜的是，在政改發展中扮

演「關鍵少數」的反對派議員，堅持杯葛政改

諮詢，更威脅要推翻人大決定。根據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決定，否決政改，只能沿用現行方式

由1200人組成的選委會選出行政長官人選，意

味着港人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願望落空。反

對派議員扼殺普選，剝奪廣大市民唾手可得的

普選權，有什麼資格自詡為「民主派」？

「佔中」期間曾為反對派撐腰的英國外交部

國務大臣施維爾，近日來港與反對派議員會

面，呼籲反對派支持通過政改方案。香港政制

發展正處於把握機遇和作出抉擇的關鍵時刻，

反對派議員應該審時度勢，在基本法和人大決

定的基礎上討論落實普選，而非冥頑不靈，充

當阻礙民主進步的歷史罪人。

符合人大決定方案最務實可行

A5 重要新聞

考驗管治力「出閘」理應難
提委會制度經精心設計 檢視參選人能否擺平各界利益

讚學生客觀理性談「佔」 憂「白票」制助長選民消極抵制
本身為香港基本法專家的城大法學院副教授梁美芬是反

對「佔中」的法律學者，她讚揚學生在「佔中」期間上法
律課時都成熟理性，保持客觀討論法治，即使持不同觀點
都能互相尊重，沒有因政治破壞師生關係。她寄語學生做

人要「醒目」，運用知識，尊重事實，知所反思，知所進退。
梁美芬提到，「佔中」期間沒有被學生挑戰，學生都很尊重

她。她教學時保持開放態度，不會討論「佔」或「反佔」，但
強調分析：「例如上課時不時會提到法治，會問學生香港是否
如港大法律學者、『佔中』發起之一戴耀廷所說的法治情況，
不論你的結論如何，但你的思考過程必須科學，保持客觀。」

她說，部分學生的確有參與「佔中」，但去了一兩次就沒有
再去：「稍為成熟客觀的學生會去反思，反而是一些年紀更小
的年輕人，知識基礎不足難以自我判斷。」她謂，年輕人追求
理想值得尊重，但作為法律教師，同時要協助學生疏理自己的
思考和了解基本法，他們了解後，自然會沿着適當的方向爭
取。

「佔領」行動告一段落，梁美芬認為，人生不只有政治，搞
政治更不只有「公民抗命」一途，現在最重要是跳出思維的死
胡同。她寄語她的法學院學生，做人要「Be a smart guy(做個醒
目仔)」，因為醒目的人會經常反思，會知道判斷別人的看法是
對是錯。「我的學生甚麼看法也有，但最重要是，希望他們不
會埋沒自己在法律學院所學的知識，事情有兩面，前提是不能
扭曲事實，不能去屈人，要有基礎的知識，要做一個尊重他人
的人。」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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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港大法律學
者陳弘毅提出「白票守尾門」的政改建議，引起社會討論。城大法律學
院副教授、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直言，「白票」機制會助長選民消
極抵制，不僅不利民意授權，也無助香港建立健康的民主制度。她認
為，選舉應一選到底，鼓勵選民積極選擇，締造正面的普選文化。
梁美芬提到，世上沒有完美的人，選舉就是選舉，選舉有時就是要

在兩個好的選更好的，或兩個不好的選沒有那麼壞的。如果普選階
段，在第一輪沒有人得到百分之五十投票選民支持，應在最高得票的
二人中，再讓選民選一個。選舉的目的，就是讓被選舉人有認受性，
有利執政，而不是給予「白票」。

應鼓勵積極投票選擇
她說，廢票就是廢票，不同於「白票」，以往亦有廢票情況，毋須

多此一舉設立「白票」。「白票」只是一種消極的抵制，「你無理由
設計一個制度鼓勵市民以一種消極抵制的方式參與普選，相反，應鼓
勵市民政制向前走，以一個積極方式參與民主，作出選擇，否則只會
形成很不健康的民主文化。」
陳弘毅方案又提到，如「白票」逾投票選民的百分之五十，選舉將

無效，提委會需另選一名「臨時特首」填補空缺。梁美芬特別指出，
所謂「臨時特首」未必符合香港基本法規定，因為香港基本法沒有
「臨時特首」的說法，「如果可以有『臨時特首』，那麼未來是否還
可以有『臨時司長』、『臨時局長』，這是否很複雜呢？」她認為，
選舉應選到有一人獲得百分之五十支持為止，不應有一個所謂的「退
貨」機制，「選到選出為止，選舉一向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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嘆「辭職公投」加深與中央芥蒂

社會對提委會存在不少偏見，梁美芬
認為，這正是社會難以達成共識的

一個原因。她指出，任何政治制度都不能
確保哪個派別的人必能「入閘」，相反，
社會應設計一個以政治、經濟能力去考核
特首參選人的選舉制度，她說：「政治能
力就是能平衡香港各方利益，能處理好中
央和地方關係；經濟能力是指能帶領香港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繼續發展。在這前提
下，就有提委會的設計。」

屈「篩選」實忘四十五條初衷
梁美芬強調，在香港這個獨特的憲制環
境中，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是有關普選
的精心設計。外界經常指提委會「篩
選」，卻忘記了第四十五條的設計初衷。
她說，提委會的設計，就是要求特首參選
人具備得到提委會支持的能力。而提委會
的組成，就是經濟政治專業、地區領袖、
工會領袖等各行各業的代表，代表了香港
整體社會結構內的不同層面。具備這個層
面的能力，是要求參選人能與各行各業合
作，提委會可考核他能否擺平各行各業：
「若無法擺平，這個人如何能做特首？如
果他側重商界、政界、勞工界或基層任何
一層，只會引起更多社會矛盾。」她續
說：「提委會毋須一人一票產生，因為提
委會有其各行各業縮影的特別功能，否則
便和普選階段考核候選人民望的功能重
疊。」

提委會成各行業矛盾「緩衝點」
梁美芬與城大學者曾論及提委會制度，
有學者認為提委會只為保障中央利益，她
不同意，認為提委會另一個重要功能就是
緩衝(buffer)：「提委會就是要令香港內部
的政治和經濟矛盾，作為一個緩衝點，讓
各行各業在提委會內處理好，總之參選人

要得到百分之五十支持。」成為特首候選
人，還要得到中央支持，如果特首不能處
理好中央和地方關係，只會「玩死」港
人。當年香港基本法有關普選的構思，就
是考慮到特首需要包括這些方面的能力，
反映了香港憲制一環扣一環的精密性。
反對派以為自己一定過不了提委會這一

關，梁美芬直言他們思想「側埋一邊」，
明知提委會代表香港整體利益，「他們偏
偏只講政治，講政治還要只講一項，就是
批評中央，視野這麼偏狹，得不到提委會
支持絕不為奇。」

反對派應反思非抱怨制度
她又強調，如果太低門檻「出閘」，就
會出現特首一時靠左，一時又因為民意傾
右，屆時社會便會大風大浪了。對社會而
言，提委會可發揮「不倒翁」效應，「出
閘」難度高並非壞事：「不只反對派，即
使建制派內，如無能力，根本就不能得到
提委會百分之五十的支持，不存在建制派
保證『出閘』的說法。如果建制派人選不
受歡迎，也不能在普選階段過關。反對派
認為自己過不到哪一關，便應反思努力，
而不是一味抱怨制度難。」

向前或留原地 勿糾纏細節
面對反對派議員揚言綑綁式否決政改方

案，梁美芬坦言，對如期落實普選不樂
觀。但她強調，對政改不應完全絕望，但
也不要天真以為，硬拉四五票就可過關，
作為關心香港的從政人士，如政改不能通
過，應思考社會下一步該如何應對。不過
她說，無論如何，反對派不應代市民做普
選決定：「政改目前的關鍵，是在普選基
礎上你寧願向前一步，還是原地踏步，這
個訊息應向選民講清楚。決定就是這麼簡
單，不要再糾纏細節。」

梁
美
芬
：

/0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

區政府政改第二輪公眾諮詢啟動，

提名委員會的構成和提名特首候選

人的程序等，是諮詢的重點議題。

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經民

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提委會的功能是檢

視特首參選人是否具備與各行各業合作、擺平各界利益的能力，是

當年香港基本法構思考核特首管治能力的精心設計，「出閘」難度

高是理所當然的。反對派以政治目的批評提委會，觀點狹隘偏頗，

無助政改討論。梁美芬呼籲各界看清政改向前一步對廣大市民的重

要意義，糾纏細節只會捨本逐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
立法會議員何俊仁日前提出所謂「辭職公
投」，現時有待民主黨中委會稍後開會決
定何時舉行特別會員大會表決通過。城大
法學院副教授、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
指出，重提違法「公投」只會加深中央對
香港的芥蒂，浪費巨額公帑補選更會激怒
港人，何俊仁死撐玩辭職，最終只會一無
所獲。
梁美芬表示，一些國家和地區，民間可
藉民調向政府施壓，以求迫使政府就一些
具爭議性的議題舉行「公投」，例如台灣

的「核四公投案」。但香港從無這項憲制
權力舉行「公投」，任何民間的議題，只
能叫民調。
梁美芬說，「公投」最令中央反感，

增加中央對香港的顧慮，何俊仁今次只
會令中央對香港有人搞「港獨」的芥蒂
更深，最終只會一無所獲。她認為，唯
一能解釋何俊仁死撐玩辭職的原因，是
他要奪回激進青年搶去他的民主光環。
然而，即使他如願參與補選，只會被港
人批評浪費金帑，最後四面楚歌，還能
有甚麼光環。

反對派提出所謂「公民提名」和「國際標準」等普
選訴求，全部違反香港基本法。城大法律學院副教
授、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批評，反對派為達政治
目的，從來不在香港以至國際社會提及香港基本法和
人大決定的普選框架，甚至出現不斷曲解香港基本法
以求「自圓其說」的情況。香港基本法屢被誤解，增

加未來推動政改的障礙，反對派難辭其咎。

有外國人誤解提委會
梁美芬指出，曾在一些國際研討會上說明提委會由1,200

人組成，很多外國人都誤以為提委會委員是「委任(ap-
pointed)」的，誤以為只是中央選1,200人加入提委會，她
出席一些英文台節目，不少外籍主持同樣誤以為提委會委
員全由中央委任，顯示有關看法被扭曲。她強調，提委會
委員並非委任，而是要在各行各業中脫穎而出，競爭十分
激烈。

她承認，國際傳媒的確對提委會有誤解，香港反對派難

辭其咎：「反對派只提『國際標準』和『公民提名』，兩
個都是（香港）基本法所沒有的，他們對外國人從不講
（香港）基本法，這是不應該的。」

死撐「公提」作繭自縛
梁美芬說，反對派曲解香港基本法，令自己騎虎難下，

是以石頭砸自己的腳，石頭就是「公民提名」和「國際標
準」。她謂，反對派一開始就全盤否定提委會所有好處，
現時已不能跳下來了，被迫再拋出所謂重啟「五步曲」的
訴求。反對派走錯第一步，往後每步都只能越走越錯，始
終無法返回「8．31」人大決定：「一開始就講『公民提
名』是『最好』，被迫不停向社會說一些扭曲（香港）基
本法的觀點和要求，最終卻被極少數的民意綑綁自己。」

她認為，反對派應放下那些「公民提名」和「國際標
準」的不現實想法，解放思想，重返有法律基礎的普選設
計，然而，反對派不願打倒昨日的我，即使要求落實普選
是主流民意，仍難望回頭。 ■記者 鄭治祖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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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美芬接受本報專訪梁美芬接受本報專訪，，提提
出對政改的看法出對政改的看法。。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