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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昨日表示，去年外匯

基金錄得投資收益436億元，是2011年以

來最低，投資回報率也低至1.4%。陳德霖

形容，去年的投資環境十分困難，並預言

今年將更困難。目前，外匯基金總資產高

達3萬億元。面對外圍經濟動蕩，外匯基

金除了保本之外，還需加強多元化投資，

爭取更好回報。今年全球宏觀經濟和金融

環境錯綜複雜，變數更多，香港社會各界

應集中精力，排除干擾，攜手應對嚴峻挑

戰，提升經濟抗逆力。

外匯基金去年的業績可謂差強人意，較

2013年的投資收入減少接近五成。去年貨

幣外匯估值大幅虧損 527 億，全靠股票和

債券的投資收益彌補，才使得外匯基金整

體表現不至於太過差。情況反映，去年全

球投資環境異常不穩定，特別是下半年，

美國經濟重拾升軌開始退市，但歐、日經

濟持續下滑，美國與歐日貨幣政策背道而

馳，同時油價及大宗商品全線急跌，拖累

商品貨幣，導致外匯市場主要貨幣匯率出

現猛烈波動。瑞士法郎突然和歐元脫鈎，

一日就損失了約 600 億瑞郎。正是極不正

常貨幣政策下的市場反應，外匯基金自然

難獨善其身。

更令人憂慮的是，最壞的情況仍未過

去，今年世界經濟變化將更複雜。美國利

率正常化、加息步伐越來越近，近日歐元

區和日本卻推出加強版的量寬政策，對全

球資金流向、匯率、利率、資產市場帶來

更大的不確定性。另外，希臘反對緊縮政

策的左翼政黨上台，歐元區不少國家擔心

希臘新政府的運作，令歐元區邁向未知境

地，甚至可能導致金融危機重演。瑞郎與

歐元脫鈎，就是因為瑞士對歐洲乃至全球

經濟前景不抱樂觀作出的異常舉動，足以

引起市場警惕。

未來外匯市場、經濟走向更波動，金管

局表示將堅守「保本先行、長期增值」的

目標，保證有足夠資源維持貨幣和金融穩

定。近年，外匯基金在私募基金及房地產

資產投資都取得令人滿意的回報，應進一

步擴大多元化投資的規模，包括增加日趨

成熟的人民幣資產，既分散投資風險，又

提高外匯基金的中長期回報。

（相關新聞刊A2版）

外圍動蕩 外匯基金投資需多元化
百年老校香港大學一直是本地學術界的「龍

頭」，亦是香港金字招牌和港人的驕傲。但港大近

年來「重政治、輕學術」，除了該校的法律學院被

香港中文大學大幅拋離外，港大的整體評級也被科

技大學明顯超越，而港大近年在多個國際排行榜中

的排名亦不斷下跌。港大表現如此不濟，令市民痛

心。港大管理層須向港人交代，解決「重政治、輕

學術」的問題，懲處不務正業鼓動犯法的教師，選

賢與能，讓廣大教師和學生專注教學、科研和學

業，讓港大百年金字招牌洗清蒙垢繼續發光。

根據「研究評審工作（RAE）2014」報告的資

料，港大獲得三星至四星的「國際卓越」或以上評

價的研究只佔約一半，遠落後於年資尚淺的香港科

技大學。港大法律學院連同前身的法律系已有45年

歷史，但其研究水平被成立僅約10年的中大法律學

院大幅超越。港大近年在多個國際排行榜中的排名

不斷下跌，不論在QS世界大學排名、QS亞洲大學

排名，又或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港大的

排名均明顯下跌。

港大學術水平滑落，原因在於不搞學術而「搞政

治」。學術水平滑落最明顯的港大法學院，在陳文

敏任院長期間，縱容法學院副教授戴耀廷組織違法

「佔中」，包庇戴耀廷隨意停止教學工作，甚至還

批准戴耀廷「休假半年」不用教書。陳文敏身為法

學院的院長，本應恪守法治精神，但他卻捲入戴耀

廷匿名捐款醜聞，並多次發表文章和言論鼓動犯

法、支持「佔中」。這樣一個令港大法學院學術水

平滑落，對「佔中」禍首之一戴耀廷包庇縱容的

人，怎麼能出任港大副校長？

去年罷課及「佔中」行動發生後，港大任由大批教

職員參與，並在「佔領區」開設所謂「公民課堂」，

在國際上享有盛名的香港大學，竟變相成為違法「佔

中」的主要溫床。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煽動「港

獨」，受到社會各界批評，但港大管理層卻採取袒護

縱容態度。校長馬斐森把「青少年學生愛國」當作

「不應該提倡」的事情，聲稱「香港大學生應該成為

世界公民，而不是中國公民」，企圖磨滅學生的愛國

感情，加深學生身份認同的疑惑。

港大近年來不搞學術而「搞政治」，不務正業荒

廢學生學業，誤人子弟誘惑學生成為「佔中」主

力，導致港大學術水平滑落，令市民扼腕嘆息。港

大作為學術和教學地位崇高的香港最高學府，每年

又有納稅人提供數十億港元公帑支持，管理層須向

港人交代學術水平滑落的原因，並採取有效措施，

革除弊端，讓廣大師生專注教學、科研和學業，讓

公帑能夠用得其所。

搞政治致學術衰落 港大須交代
A4 重要新聞

不緊跟人大決定「第五步」勢止步
指「佔」累各界別分組有戒心 諮詢難商增提委會民主成分

市民參與管治 民生改善可期

「白票」易遭利用 隨時「香港真空」

回歸後「港獨」發芽 因教育制度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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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
文）反對派在「佔領」行動後，
仍堅持反對基於全國人大常委會
決定的所有政改方案。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
表示，反對派已是「為反對而反
對」，在「佔領」後得不到任何
好處又難以向公眾解釋，唯有一
反到底。他又質疑民主黨(鴿黨)
立法會議員何俊仁計劃辭職引發
所謂「變相公投」，完全是為民
主黨於區選的選情去考慮。
吳秋北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直言，反對派現在已去到「為
反對而反對」的地步，因他們用
了兩年去策劃及實行「佔領」，
但最後在政治上得不到任何好
處，也無助推進普選，「搞咗咁
大鑊嘢，對香港咁大傷害，佢哋
落唔到台，又同公眾解釋唔到點
解『佔領』，唯有一反到底。」
面對反對派的口號攻勢，特區

政府也不再沉默，先有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指要重新考
慮叫他們做「民主派」或是「反
民主派」，再有特首梁振英直言
如果工黨主席李卓人否決政改方
案的話，他就是「普選殺手」。
吳秋北認為，官員的描述恰如其
分，因現在民主有機會向前走
時，反對派就表明反對，是徹頭
徹尾的「反民主派」，「咁反對
完之後，仲唔係『普選殺
手』？」

批「變相公投」谷鴿黨區選
被問及何俊仁計劃在表決政改

方案後辭職，以引發所謂「變相
公投」，吳秋北認為做法無謂，令人難以
理解。他說，反對派當初的構思是表決前
辭職，讓選民決定是否接受政改方案，但
何俊仁現在是剝奪選民接受政改方案的機
會後，才讓選民決定，更何況香港也沒有
「公投」的相關法律。
他指出，年底是區議會選舉，當何俊仁

於7月辭職時，補選時間非常接近區選，
質疑何俊仁完全不是真心想選民選擇甚
麼，而是赤裸裸的為民主黨及自己選情去
考慮，企圖騎劫整個反對派的力量去支持
民主黨。

香港反對派質疑稱，特區政府政改第二階
段諮詢文件緊跟全國人大常委會所作的

有關決定，是「收窄香港的普選空間」，吳秋
北近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反問道：
「（諮詢文件）點解唔可以跟到咁貼？唔跟到
咁貼，點去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

不能最後「炒埋一碟」交中央
他解釋，如果諮詢不緊跟決定，得出來的政
改方案即使獲立法會三分二通過，並獲得特首
同意，當走到「第五步曲」時，全國人大常委
會也有權不予批准或備案。中央政府有角色，
不能最後「炒埋一碟先畀佢食」。
吳秋北表示，如果界定不清晰，恐怕會「有
排拗」。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對特首普選
的幾個要素都講得比較具體、清晰，包括提委
會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特首候選人人
數及「出閘」門檻，不可能預期特區政府不緊
跟決定，而在某些方面「自由發揮」。

「決定」具法律效力必須遵行
被問及反對派至今仍堅持，要求全國人大常
委會撤回決定，吳秋北批評，這是反對派誤導
市民的講法，因為全國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

關，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其常設機關，其決定具
有最高法律効力，並非簡單建議，而是必須遵
行的決定，不能隨意廢止、不執行或撤回：
「無理由完全唔執行，就掟返轉頭，撤回或者
重新嚟過，你估細路仔玩泥沙咩？」

「決定」有空間 非「完全無嘢傾」
他指出，香港破天荒第一次普選，決定要顧

及國家安全等多方面因素，而全國人大常委會
的有關決定穩健可行，但決定並非無空間、強
硬，「完全無嘢傾」，如「入閘」門檻、「入
閘」後參選人如何游說提委、如何選出「出
閘」候選人及選民投票安排等都可以商討。
被問及諮詢文件並無具體提到如何增加提委

會民主成分，他理解特區政府在這方面有困
難，因為「佔領」令多個界別分組對此有戒
心，包括增加新的界別分組及擴大現有界別分
組的選民基礎。
目前，選舉委員會勞工界界別分組的選委，

是由工會理事票選出的，吳秋北坦言，工聯會
對擴大勞工界選民基礎「無所謂」，但其他界
別分組有其考慮，加上若新增界別分組就要從
現有界別分組削減席位，故未必適宜於短促的
諮詢期內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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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特

區政府第二輪政改諮詢文件，根據全

國人大常委會於去年8月的決定，提出

包括提名委員會組成及「出閘」門檻

廣泛諮詢港人意見。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在接受本報

專訪時強調，若不緊跟有關決定，全

國人大常委會有可能不予批准，也不

可能將決定撤回或推倒重來。他又

指，「佔領」行動令各界別分組有戒

心，增加提名委員會民主成分未必可

在是次諮詢中探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香
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等學者提
出「白票守尾門」及「綑綁名單制」
等建議，希望獲特區政府及反對派接
納，從而令政改方案通過。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在訪
問中坦言，兩項建議都「唔妥」，其
中「白票守尾門」容易令反對派搞垮
特首普選，而「綑綁名單制」會演變
成確保反對派可以「出閘」，但政治
制度不應傾向某種政治取向。
吳秋北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指出，

選民過往很少會前往投票但不投予其
中一個候選人，而「白票守尾門」與
選民投票習慣不一致，而建議也有漏
洞，令制度不能運作：反對派現時大
搞「不合作運動」，「白票守尾門」
隨時給他們機會去搞垮選舉，如果最
後白票過半數而產生不了特首，「跟
住落嚟嘅時間會點，香港真空？」
他續說，「白票守尾門」的前提，

是提名委員會有可能會產生不合選民
心意的候選人，但提名委員來自各個
界別，理論上有代表性及貼近民意，
加上候選人「出閘」要取得過半數提
委支持，認受性應該會高，「如果個
選舉制度係公平、公正、合法，我使
乜怕呢啲情況？邏輯上自相矛盾。」
被問及「白票守尾門」是否符合全

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吳秋北說個人覺
得「好唔妥」，因決定是希望香港普
選產生特首，但建議隨時會令特首
「難產」，精神上不符合決定。

憂「綑綁」確保反對派「出閘」
吳秋北認為「綑綁名單制」很顯然

是希望反對派有人「出閘」，「如果
唔係我用邊種標準去綑綁？」此建議
「更加唔妥」，因建議運作下去的
話，會變成確保反對派會有人「出
閘」，但一個正常的政治制度，不應
是用來確保持某政治意見者有優勢。

■吳秋北表示，若不緊跟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有可能不予批准，也不可能將決定撤回或推倒重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香港社會出現「港
獨」等激進思潮，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理事長
吳秋北日前建議，在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未完成立
法前，先將審議中的國家安全法以香港基本法附件形
式在港實施。吳秋北呼籲香港社會各界，包括自稱不
支持「港獨」的反對派，都必須旗幟鮮明去抵制「港
獨」思潮，以免令香港陷入萬劫不復之地，又認為增
強青年歷史及國民意識同樣重要，故建議重新檢視教
育制度，包括考慮將中國歷史重新於初中獨立成科。
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點名批評香港大學學生
會官方刊物《學苑》，吳秋北在接受專訪時指出，梁
振英提出關注、憂慮，引起社會關注是好事。

必須抵制 免港萬劫不復

他批評《學苑》有關文章的主張非常危險，根本
不是純粹學術討論，而是「港獨」行動綱領，煽動
他人分裂國家，尤其提及要「武裝、流血」，「邊
個要同你流血？」在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未完成
立法前，「好似奈佢哋唔何，但而家社會有咗警
惕，我哋唔可以對佢哋去包容、容忍，必須要旗幟
鮮明去抵制，因為咁樣係會置香港於萬劫不復之
地。」
就時任《學苑》要員及反對派稱這是「學術自

由」，吳秋北強調「港獨」要嚴肅處理，並非講笑，
更不能用學術自由作幌子，又要求反對派與極端分子
劃清界線，「我希望佢哋出嚟澄清，究竟係咪支持
『港獨』、支持『武裝起義』？唔該佢哋講清楚……
我希望佢哋除咗言語上面反對『港獨』之外，行動上

亦都要正面，唔好得個講字。」
他強調，教育對於青年意識影響很大，「回歸之前

都未見到有咁極端嘅思潮（指『港獨』），喺呢十幾
年教育裡面，係咪有啲地方做得唔好呢？」他認為，
香港教育制度需要再檢視，以增強學生歷史及國民意
識。

嘆「歷史科變咗可有可無」
吳秋北坦言，香港過往相對着重歷史教育，至少在

初中有獨立科目，現在則合併在另外一些科目內，
「好似變咗歷史科可有可無咁」，不太理想，而中國
是歷史國度，歷朝歷代都重視歷史，「如果去到廿一
世紀，反而唔着重咁深厚嘅歷史文化，而將佢變得可
有可無，咁樣係非常講不過去。」

目前仍然有近百萬港人生活於貧窮線
下，他們「餐搵餐食餐餐清」，只求當下
吃得飽，卻隨時對自己的公民權利如投票
權不感興趣，工聯會如何跟會員及服務對
象講解2017年實現特首普選重要？吳秋北

認為，普選出來的特首，其施政要獲包括基層在內的市
民認可，屆時各種民生問題改善可期。

吳秋北在訪問中承認，有部分港人認為自己「搵餐
食都困難，點會去關心呢啲政治大事」，而所有政治
制度都不能確保生活無憂。但他指出，從香港整體長
遠發展的角度來看，當實現特首普選後，港人會有多
些機會參與自己地方的管治，「當一個特首面對嘅係
500 萬個選民，佢嘅施政綱領一定要受到市民認可，
呢種認可有機會逐漸改善到經濟發展、民生福利各樣
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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