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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時兩年多的政改討論告一段落。反對派議員28票「綑
綁」否決立場絲毫沒有鬆動，因此合資格的500萬選民失去了
「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機會。特區政府表明，政改過後將會專
注經濟和民生發展。的確，香港社會目前仍面臨眾多的深層次
矛盾亟待解決，例如樓價高企、貧富懸殊日益嚴重、未來產業
發展方向未明、競爭力越來越備受挑戰、人口老化迫在眉睫等
等。如果政府不能帶領發展，繼續糾纏政制之爭，輸的都是香
港人。
然而，反對派過往的種種劣跡，告訴我們聚焦經濟發展，
過程必定不會是一帆風順的，這不是政府一心發展就能放
手去做的。從反高鐵、反港珠澳大橋，到反新界東北開
發，反對派一如其名，為了反對而反對。筆者並非說政府
規劃就必須支持，我們作為代議士，理應監察政府；可是
具體來說，如引誘一個目不識丁的婆婆反大橋，婆婆事後
都聲言被騙；又歪曲數據，把新界東北開發這個大大增加
公屋供應的計劃說成豪宅計劃，繼而政治化地說成「殖
民」。反對派這些伎倆，一再拖延香港的發展，損害的是
社會整體的利益。
時間不等人，數年間深圳的產值已經超過香港，新加坡更是
不斷超越香港。當我們經濟跑不贏別人，失業、倒閉就會隨之
降臨。反對派代表了一種短視、偏執、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主
次不清、但又希望一步登天的政治態度。他們為了達到自己的
政治目標，以民生經濟議題要挾政府，不管市民的住屋和就業
問題；只要能動員眼前的偏激聲音，就把政黨的長遠形象置之
不顧。久而久之，這些政團只會反而被偏激的聲音牽着鼻子
走。當他們醒悟到錯誤時，恐怕為時已晚，中間力量的選民早
已棄他們而去。反對派只有成為「忠誠反對派」，香港社會才
有機會回復平和。
建制派和「忠誠反對派」實在不應讓歷史重演。如果香港淪
喪，彼此都是輸家。現在有聲音認為，正在籌建的「民主中間
派」可以成為雙方的橋樑，化解過往的意識形態之爭。筆者樂
見其成，希望各方回到基本法的共識上，擱下政治上的意識形
態之爭，專注經濟和民生問題，對症下藥。香港再創輝煌就可
期待！

馬超
香港學者

「2015陸家嘴論壇」在上海落幕，論壇指
出，上海要加緊國際金融中心的步伐。上海市
委副書記兼市長楊雄表示，過去的七屆陸家嘴
論壇見證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不斷取得新
突破；未來的上海，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與我
國經濟實力以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
金融中心。港滬之間合作與競爭並行的局面已
然數年，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崛起對於香港的挑
戰此消彼長。筆者近期聽聞業內相關人士稱，
中農工建四大銀行正醞釀總部遷至上海。中央
這一舉措將極大加速上海金融國際化進程，一
個中國兩個國際金融中心，可能可以兼容。但
對於金融作為支柱產業的香港，這無疑是巨大
的挑戰。
中國四大商業銀行是中國銀行業的巨擘，如

果總部從北京遷往上海，意味着上海的國際金
融中心步伐加速。其實，在上海建立第二總部
早已經開始，2013年，作為首家把第二總部設
立在上海的中國銀行，其總部和上海第二總部
的職能劃分也將在很大程度上參考央行的職能
定位，即涉及市場層面的職能將劃歸到籌備中

的第二總部來負責，比如金融穩定部門、資金
和資產管理部、公開市場操作部門、外匯管
理、跨境貿易結算部門等。

具備條件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無論是上海市政府，還是銀監會，都希望中

國銀行的上海「總部模式」能成為接下來引進
第二總部的一個模板。上海銀監局副局長談偉
憲早兩年就表示，一些大型銀行準備設立上海
總部，而且向銀監會提出了申請，監管部門正
在積極醞釀之中。自從2005年人民銀行上海總
部設立之後，當時各大商業銀行幾乎都沒有跟
進。而這種格局正在加速改變。2012年，中國
銀行和民生銀行先後在滬設立了第二總部。工
商銀行和建設銀行等也醞釀在滬成立第二總
部，招商銀行也有意在滬設立總行級機構。目
前，上海已經形成包括像資本、貨幣、外匯、
貴金屬、期貨等多種金融要素、多種資本要
素，現代的金融市場體系已經形成。上海是中
國的金融中心，也完全具備條件成為國際金融
中心。

如今，距中央定下
2020年上海初步建成國
際金融中心的目標還剩
下五年，四大行總部直
接遷入上海的消息傳
出，意味着北京將開始
讓上海向國際金融中心
邁進作最後的衝刺。四
大行總部遷到上海，對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是如
虎添翼。特別是在金融
創新、推動資本市場開
放、人民幣國際化方
面，上海將引領整個金
融市場如何更好地服務
實體經濟。上海一路擺
開邁向國際金融中心的

衝鋒陣。年年拔高，躍躍欲試，無論從區
位、政策等方面的優勢，上海正步步為營，
從地區金融中心，躋身國際金融中心的備戰
營。

香港政爭太多讓投資者卻步
四大行總部遷上海，無疑是對香港的挑戰。

上海2014年全市GDP達到2.4萬億元人民幣，
比上年增長7%。產業結構持續優化，2014年
第三產業增加值佔全市 GDP 的比重達到
64.8%。開放型經濟穩步發展，2014年實際利
用外資182億美元，跨國公司地區總部累計達
到490家。相信上海在吸引跨國公司總部方
面，仍然有巨大的增長空間。再看香港，經濟
增速遞減，通貨膨脹倒是有增無減。香港曾經
在吸引跨國公司總部上有壓倒性優勢，近年卻
也呈幾何速度遞減。一個在做加法，一個是遞
減趨勢，怎麼不讓香港情何以堪？
香港的法治環境一直以來為金融發展提供了

優越的制度保障，但近期連串的暴力事件「破
窗效應」，昔日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保駕護
航的社會秩序，大打折扣。違法「佔中」以
來，暴力形同瘟疫傳播。本寄希望政改之後能
集中精力發展民生，但近日香港不斷再現街頭
衝突事件，這樣不理想的社會環境讓投資者望
而卻步。
人民幣國際化層面，上海也是內地六個試點

之一，打開境內投資者的換匯上限。這些曾經
是香港之於上海的優勢。而如今，上海各項金
融政策寬鬆，資本市場開放，香港優勢效應與
日遞減。政改被否決，特區政府決定將發展大
方向轉向經濟發展、民生建設，首先要鞏固的
就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香港傳統產業的落
後，已然敲響警鐘。丟了傳統，創新不能再匱
乏。特別是作為支柱的金融產業，不能再繼續
沉淪。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面對上海展翅鷹
飛，香港必須打醒精神，盡快利用自身「超級
聯繫人」的優勢，奮起直追了。

滬加快建設國際金融中心 港面臨大挑戰

反對派鼓吹要「纏着鬥爭」，目的是以「重啟政
改」，消耗香港的精力，滋生民怨，引發社會動盪，
令廣大市民無法安居樂業。事實上，廣大市民早已厭
倦了無休止的政爭，更不想見到立法行政機關長期關
係緊張，香港社會嚴重撕裂。所以，反對派鼓吹「重
啟政改」的騙術，港人一聽見就憤怒，一聽見就欲除
之而後快。反對派發動的「7·1遊行」，初時還幻想好
像往年一樣，「有數以十萬人」參加。結果市民對遊
行嗤之以鼻，實行杯葛，遊行人數暴跌9成。遊行人數
跳崖式的下跌，說明反對派「重啟政改」，損害廣大
市民的利益，市民已看穿他們的企圖，不再上當受
騙。

「重啟政改」根本就是一個騙局
如果真的要推動民主向前發展，反對派就應該支持

由特區政府提出、獲得主流民意支持的普選方案。普
選的黃金機會來了，反對派議員卻否決了政改方案，
令香港與普選失諸交臂，現在又來說「重啟政改」，
還要「修改基本法」，豈不是「混吉」？根本是把港

人當作三歲小孩來愚弄。反對派把不可能實現的事
情，說成是「西天極樂世界」那麼美妙，欺騙港人跌
進他們設計的騙局。所以，昔日參加「7·1遊行」的溫
和派支持者，不再參加遊行，就是要讓反對派知道，
忤逆民意，必然會受到民意的懲罰。
反對派把「重啟政改」和「修改基本法」聯繫起

來，他們要先「修改基本法」，再「重啟政改」，恰
好說明了他們要「重啟」的「政改」，根本就是「賣
假藥」。眾所周知，違反基本法，什麼政改方案都不
可能啟動。事不可為，反對派卻要市民浪費時間，跟
着他們「遊花園」，香港永遠也沒有普選。叫囂「重
啟政改」、「修改基本法」，反對派的如意算盤是奪
取「為港爭民主」、「真普選」的政治光環，好千秋
萬代、毫無成本地騙取政治利益。

暴露反對派反民主、反民意、反民生本質
反對派否決了合憲合法的政改方案，扼殺普選，政

改只能行人止步。《蘋果日報》社論卻說，「往下來
我們將繼續以汗水，以堅定的呼聲，以不懈的堅持促

使北京及特區政府正視我們對真普選的訴求」，這是
白日說夢話。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是香
港政改的憲制基礎，日後「重啟政改」，都不能離開
這個憲制基礎。人大常委會「8·31」決定長期存在，
而按照基本法，一定要獲得立法會三分之二的多數支
持，政改方案才能通過。反對派要「修改基本法」、
推翻人大常委會「8·31」決定，這樣的「重啟政
改」，中央和香港主流民意都不會支持，也就根本不
可能在香港立法會獲得三分之二多數議員的支持。既
然不可能有共識，重啟政改，結果只能延續政爭，徒費
精力和時間。特首梁振英主張政改被否決後，香港要全
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符合港人求安寧、求發展的意
願，符合絕大多數港人的利益。反對派鼓吹「重啟政
改」，再次暴露他們反民主、反民意、反民生的本質。
當前，世界經濟復甦乏力，美國和歐洲的大學生畢

業之後沒有出路，主權債務危機四伏，金融動盪，貧
富懸殊惡化。歐美經濟的困境，並非反對派所稱「沒
有真普選」所致，相反說明歐美的「一人一票」和民
粹主義、福利主義結合，造成財政巨額超支，國家入
不敷支，瀕臨破產。香港的主流民意極力主張停止政
爭，轉向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正是觀察到歐美經濟
和民主發展的弊端，不想重蹈覆轍。

反對派倒行逆施必遭懲罰
現在香港的最大挑戰，就是面對世界經濟一體化，

各個自由貿易協定紛紛簽署，產業轉移急劇，國際競
爭空前激烈。香港一步落後，就會步步落後。作為連
接中國和世界的橋樑，香港本來可以利用獨特優勢，

增強競爭力。但受政爭所累，香港的中介地位急劇下
降，內地主要大城市的生產總值接連超越香港，而且
由於內地加快產業升級，更加開放，香港面臨的挑戰
越來越大。
時不我與，香港一定要緊隨內地和世界經濟發展的

步伐，迅速改革，自我完善。香港是時候結束政制爭
拗，集中精力進行經濟發展，利用國家的「一帶一
路」戰略和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機遇，提升金融服務
業、創新現代物流業等產業的發展，發揮好香港「超
級聯繫人」的角色，強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
物流中心的獨特地位。廣大市民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
的主張，大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就是看到香港的
出路所在，也明白這與自己的利益息息相關。反對派
倒行逆施，還要糾纏於「重啟政改」，惡化政爭，民
意一波波的懲罰將降到反對派頭上。

高天問

反對派鼓吹「重啟政改」 破壞經濟民生發展必然慘敗
後政改時期，特首梁振英強調，香港今後要全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大力支持梁振英的主張，決定今後不再談政改。但是，反對派亂港死心不惜，其喉舌《蘋果

日報》發表題為「張曉明收聲市民要發聲 」的社論，煽動反對派繼續採取街頭抗爭，盡力

施壓令政改重新啟動，充分暴露了反對派企圖以糾纏不休的手段，無休止地製造政爭，干擾

特區政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阻止香港提高競爭力，讓香港蹉跎歲月。反對派漠視民意，

繼續與民為敵，必定以慘敗收場。

曾淵滄博士

激進路線不可能有前途

激進路線不得人心
政改被否決，特首選舉依循現有制度，
2017年的選舉，依然是由1,200人組成的選
舉委員會選出，這個結果是不是反對派，特
別是激進的反對派所期望看到的？搞了二十
個月的運動一無所獲要原地踏步。這對反對
派算是勝利？
當然，反對派馬上說要求特區政府重

啟政改。可是，數天之後民主黨的劉慧
卿公開承認，要重啟政改必須得到中央
政府首肯才可能進行。可是，中央政府
怎麼可能讓反對派再搞這種撕裂香港族
群的運動。
關於如何重啟政改，反對派中有人認為

應該發動更大型的群眾運動，以群眾力量
來逼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重啟政改。但
是，反對派真有力量如此做嗎？群眾運動
真能動搖中央政府的決定嗎？與國家安全
的大原則比較，香港激進分子算什麼？更
何況，反政府群眾運動根本就得不到廣大
的香港市民支持，去年的「佔中」行動最
終還是失敗了。
重啟政改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可能是立法
會內反對派議席少過三分之一，相信這也是
反對派政治人物，特別是溫和派人物最大的
擔心，擔心香港選民為了有投票權而趕他們
出立法會。

停止「拉布」發展經濟

激進是不可能有前
途的，多數的香港人
依然是經濟掛帥而不
是激進的政治參與
者。根據劉慧卿在公
開場合所說，今年七
一遊行，有人提出以
「修憲」為遊行的主
題。但是她不同意，
畢竟，劉慧卿依然明
白，「修憲」修改基本法的主權屬中央政府，
並不是遊行喊口號可以得到的。看來，反對派
中的確有人開始明白，激進主義是沒有前途
的。劉慧卿以語言表達她對政治現實的認識，
民主黨的黃成智更公開反對民主黨否決政改的
決定，公民黨內更有湯家驊宣布退黨，同時辭
去立法會議席，在宣布退黨之前，又組織了一
個智庫，反對派中開始有人恢復理智，與激
進行為割席。
前路漫漫，與激進行為說「不」的最重要
行動就是公開反對「拉布」，「拉布」行為
已經與「激進」畫上等號。

過去二十個月，為了政改，香港社會總動員。有人認為，香港社會因政

改而撕裂了。撕裂的最根本原因是社會出現了一群非常激進的人，他們把

不支持他們的人通通當成敵人，搞批鬥、搞語言暴力。現在，政改被否

決，一切原地踏步，支持政改的人不再談政治，不再談政改，以批鬥為樂

的人失去了批鬥的對象，想搞社會撕裂最終使自己成為少數派。

彭
靖
雅

香港大學匿名捐款風波爆發至今已經半年有多，身為港大法
律學院副教授的「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是當中的主角，根據傳
媒報道，他對匿名捐款的態度，由最初的迴避曖昧，到如今否
認匿名捐款有違香港大學的指引，都令人對這種所謂學者之
流，感到遺憾。
香港人常說：「做得出，唔怕認」，「真金不怕洪爐火」，

作為一位法律系的學者，更是為人師表的教授，卻未能清楚解
釋匿名捐款來源，實在令人失望。先不問一位學者以此種行徑
處理捐款是否有損其本人的學者身份，從整個事件對學院的專
業資格之影響，對世界級一流大學金漆招牌的質疑。作為高等
學府的授業者，這種做法又是否恰當？實在令人慨歎：政治與
金錢之間，潛藏着無數不可告人的秘密。
港大校委會日前公開了有關捐款事件的調查報告及相關文
件，披露了在風波之中，包括港大校長室和傳訊及公共事務處
曾收到超過3600封電郵，當中97%是投訴戴耀廷。由此可見，
大部分的香港人都是明理的，尤其是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大
家都看到：一些披着學者外衣的政治人物，平時棲身象牙塔，
穩坐尊貴的學者席位，暗中卻為掀起政爭推波助瀾，甚至為了
謀取政治利益，乘事而起。就如去年的「佔中」，不少青少年
受鼓動下走進違法暴力衝擊的歧途，戴耀廷正正走到「佔中」
的最前線，曾經身處主導的位置。在這些狂轟亂炸式的政治運
動，戴耀廷頂着「民主」和「學者」的光環，全力投入「佔領
行動」，身為法律學者，卻知法犯法，帶領青少年以違法手段
來爭取「民主」，動搖香港法治根基，這合理嗎？任職於大學
的學者，受聘於大學，其實賺的是公帑，受僱於市民，卻以學
者的身份去推銷、參與搞亂香港的政治運動，這對得起市民
嗎？
法律講求證據，講求事實，為真相發聲，傳媒揭發戴耀廷

於2013年 5月及2014年 2月以中間人身份，向港大人文學
院、法律學院及民意研究計劃轉交4筆合共145萬元的匿名捐
款，事件涉嫌違反捐款指引，引起社會的強烈反響，紛紛要
求港大徹查事件，追究有關人士的責任。近日，港大審核委
員會點名批評戴耀廷、陳文敏及鍾庭耀三人均「做法不符合
預期標準」。
香港人千萬不要小看這種匿名捐款，這可說是政治勢力入侵
大學之門的第一塊敲門磚，不追究不解釋的話，日後不同的政
治勢力，都可以藉由捐款之名進入大學，利用高等院校的學術
光環達到不同的政治目的，這是非常危險的。因此，這次「匿
名捐款」背後有何玄機，有關責任人該負何責任，港大仍未作
出交代。希望港大不要「放生」有關人士，讓亂港者毫無代
價、逍遙法外，給香港留下無窮後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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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淵滄

■上海加快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步伐，香港面臨更大挑戰。圖為香
港中環景色。

■反對派發動的「7·1遊行」，人數暴跌9成，說明
反對派「重啟政改」不得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