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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始終堅持」
令港人對未來充滿信心
姚志勝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太平紳士
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被反對派綑綁否決，中央對港政策會否改變，備受港人關注。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日前會見香港中華總商會訪京團時發表談
話，在政改結束後首次公開強調，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是明確和堅定不移，並提出了「五
個始終堅持」：即中央始終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始終堅持
按香港基本法辦事；始終堅持依法循序漸進推進香港民主發展；始終堅持維護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始終堅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這「五個始終堅持」明確顯示，中央對港
的支持不會改變，港人大可放心，應該對未來更有信心，全力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利用好機遇，排除干擾，凝神聚力求發展，同舟共濟促和諧。
政改方案被否決後，本港有人擔心，香港社會將會
出現更多風風雨雨，要求「重啟政改」的政爭不會平
息，打「本土主義」旗號的極端勢力進一步冒升，
政治爭拗不斷，社會撕裂惡化。有人更憂慮，政治爭
拗無休無止，不僅會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
位，甚至會破壞香港與內地的關係，中央不再如以往
一樣全力挺港。張委員長的「五個始終堅持」正正是
及時給予港人打下一支「定心針」，意義卻非同尋
常，是向港人傳遞明確信息：即使政改未能通過，香
港未能在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中央對香港的支

持都不會改變。

中央對香港的支持不會改變
事實上，中央對港政策「五十年不變」的承諾，是
一項長期、穩定的國策，是建基於基本法之上，不會
因一時一事之影響而轉變，中央始終堅持「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實踐充分證
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
針，不僅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的最佳方案，也
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這

周全浩 香港能源經濟學會會長、前香港浸會大學教授

希債危機越弄越糟

由於希臘債務問題，不少人指歐元將面臨解體危機。
但「歐盟」是一個政治及經濟聯盟，是歐洲多國團結的
象徵，雖然成員國間存在矛盾，但德國及法國等核心成
員都不想歐元解體，希債問題暫時得到解決。
自 1999 年歐元面世以來，某西方大國及國際英語權威
傳媒，對歐元的前景一直冷嘲熱諷，絕不看好。歐元是
世界第二大貨幣，在國際貨幣體系扮演的角色越見重要，
嚴重威脅到美元的霸主地位。再者，歐盟現時擁有 27 個
成員國，要是能在政治及經濟上成功融合，就如一個超級
大國，可與美國匹敵，因而不會得到盎格魯薩克遜國家的
祝福。
英國雖是歐盟成員國，但沒有使用歐元，因為它與
美國、加拿大及澳紐等英語國家有特殊的政經關係，
在一些地方與歐盟的利益不一致，在歐盟中扮演的角
色是美國的「木馬」(木馬屠城記的「木馬」)，以制衡
共同的潛在競爭對手。英國擬於 2017 年舉行公投，決
定是否繼續留在歐盟，可見該國並非歐盟的忠實「擁
躉」。
關於希臘債務問題，以下幾點值得討論。有報道指，
2010 年，得到大行高盛教路，希臘政府偽造假賬，隱瞞
巨額財政赤字，同時趁全球超低息環境大量借貸。雖
然政府負債日益嚴重，公務員的福利依然優厚，後者在
55 歲退休，退休後每月可獲得以往薪水約六成作為退休
金，可見希臘政府的經濟負擔十分沉重。
筆者前些時和一些德國朋友閒談，他們指希臘人樂天
知命，不太喜愛工作，一些機構每天只辦公四、五小
時，放工後喜歡擺「龍門陣」，嘆咖啡、飲紅酒，生活
相當悠閒。相反，德國人退休年齡比希臘遲十年，近年
政府還倡議把退休年齡延遲兩年，因此很多德國人對援
助希臘感到甚為不滿。
奇怪的是，希臘原有的債務合約和緊縮條款，是當年
借貸時與債權國達成的共識，理應遵守。如今希臘面臨
爛債，卻比債主還要兇惡，行政機關推說此等條款要國
會投票才算合法，實際上借意否決紓困方案，讓希臘可以重回談判桌，
向國際債權人爭取更好的紓困條件。先例一開，要是其他第三世界窮國
遇到財困時群起效尤，西方國家會十分頭痛。
希臘現在負債纍纍，在新協議中，國際債權人要借更多錢給希臘紓
困。但以債養債，債務危機遲早又爆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亦預
期，國際債權人遲早要「削髮」，預期它們最終只能收回約五至六成貸
款。若果真「削髮」，歐洲央行及出資最大的德國銀行面臨重大虧蝕，
它們不會願意撇這筆賬。
希臘的債權國，大部分是比較富裕的西方國家。熟知歷史及留意時事
的人都知道，以前第三世界國家出現嚴重壞賬時，此等債權國會採取多
種行動作為懲罰，包括實施經濟制裁，凍結其海外資產，20 世紀前則派
出炮艦、軍隊把該國佔領，控制當地海關及鐵路等經濟命脈，培植新的
傀儡政權等等。
若將來希債危機果真爆發，此等國家會否用同樣手法對待希臘？倘若
因為希臘是同種及同文化而用不同手段對待，豈不是厚此薄彼，持有雙
重標準看事物？明眼人一看便知，且看將來事情如何發展了。

朱家健 清華大學法律碩士候選人

港大副校長任命不宜政治化

港大副校長遴選餘波未了，繼日前港大管理層宣佈待
首席副校長上任後，方能決定繼續遴選和任命副校長的
程序，有傳是候選人之一的前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開腔批
評，而仍屬「戴罪之身」的戴耀廷亦加入聲援，從外界
看來，此舉是輸打贏要。最近，更有一批由反對派政客
組成的「港大校友關注組」，只組織了四百餘校友簽
名，卻氣焰倒像代表全體校友，又搬出「政治干預」等
借口圖向校方施壓，卻又是撒豆成兵的把戲。
部分校友未有明白事件的來龍去脈，卻片面地指延後
任命副校長是「侮辱遴選委員會」和「違反程序公
義」，難免以偏概全。事實上，遴選是按大學既定的程
序，不能馬虎，更不能引狼入室，否則瘟神易請難送，
屆時又會醞釀「政治迫害騷」。該副校長崗位手執校內
人事任命大權，反對派虎視眈眈，欲把煙霧傳聞變為既
定事實。反對派不知有意無意，總是把「候選」和「候
任」給混淆了，即使遴選進入面試階段，也不排除個別
候選人或因品德操守問題而被摒除。
去年「佔中」，香港大學與動員扯上了關係，部分學
生教師曠課參與「佔中」、學生會提供空間成為「佔
中」物資中轉站和貨倉、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煽惑
學生參與動員和宣揚「港獨」訊息、港大法學院戴耀廷
帶頭發起和組織，法學院收受不明來歷捐款資助組織
「佔中」，這筆賬仍未清算，試問怎能貿然委任疏於職
守的人員作為副校長？
大學副校長任命是學術和行政，不宜政治化。大學的
副校長理應德高望重，精於學問和醉心於學術研究，並
須達到博士學位的基本要求，不符合條件的申請人被篩
走也不屬意外，倘若有陣營輸打贏要，以政治動員方式
脅迫校方「就範」聘請未符水平的申請人，以達到他們
的不明目的，將是大學之恥，更屬高等教育界的黑暗。
若堅持先聘副校長才聘用其上司，是次序顛倒的荒謬，
港大不會讓聘請風波淪為國際笑話吧？

一方針在香港特區的實踐，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
實踐檢驗這一方針是好東西，為什麼要變？
在回歸十八年來，香港幾經風雨，由一九九七年的
亞洲金融風暴、二○○三年的沙士襲港、二○○七年
漸次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以至去年大規模的「佔
中」行動，對香港的社會、民生、經濟屢屢帶來挑
戰，為香港的繁榮穩定構成威脅。幸而，十八年來，
中央對港全面支持，不論在政治、經濟、民生各方面
的發展，都是香港持續發展的最大靠山，增加了港人
信心，如推出自由行政策刺激香港經濟，挽救沙士過
後低迷的香港經濟，重現東方之珠的風采。即使此次
政改方案遭否決，中央也從未表示從此就不發展香港
政制，而是強調仍然按照依法辦事、循序漸進的原
則，推進香港民主發展。張委員長提出的「五個始終
堅持」，是一個有機整體，彼此相互貫通，再次明確
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是中央的一貫堅定立場，為香
港「後政改」時期立牌指路，對香港社會發展具有重
要指導意義。

香港應把握機遇應對挑戰
張委員長還指出，香港與內地都面對發展機遇及嚴
峻挑戰，要抓緊機會，利用好機遇，應對及戰勝挑

戰。當前是國家發展的重要戰
略機遇期，擁有可以利用的重
要戰略機遇，同時也要面對嚴
■姚志勝
峻的挑戰。抓住機遇，更加可
促成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上一個新的台階，跨入發
達國家行列。同樣，香港也面對機遇和挑戰，抓住機
遇，香港就能與國家經濟一起騰飛，失去機遇，香港
被邊緣化的趨勢將更加嚴重。
放眼全球，由二○○七年漸次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
仍未完全過去，希臘債務危機尚未解決，美國加息對
世界經濟影響如何仍是未知之數，環球經濟依然隱患
處處，香港焉能獨善其身？冀望香港能夠繼續發揮自
身優勢，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避免陷入無休無止的
政治爭拗之中。試想想，這些年來的政治爭拗為香港
帶來多大的損失？對待內地旅客的野蠻行為，嚇怕多
少遊客？間接導致幾多商店損失？議員的拉布行動，一
年接一年的重演，創新及科技局已連續三年未能得到立
法會通過，而導致開設創科局遙遙無期，香港的創新科
技如何得以持續發展？浪費了的三年光陰，又讓香港落
後其他地區多少、起步慢了多少呢？這些爭拗，數數指
頭，並非一宗半宗，而是愈來愈多、愈演愈烈。是時
候，港人需要反思一下，怎樣才是對香港最好？

全城一心 合力抗「鉛」
林健鋒 經民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
「鉛水」危機下並非互相究責的時候，社會應給予政府空間處理，讓獨立 誤解。

另外，政府至今採
取了多項即時措施跟
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事件，不但會令調查蒙上政治色彩，時機亦不恰當，對 進，包括安排為啟晴
受影響居民亦無實質幫助。香港多年的發展軌跡告訴我們，只要團結一致， 邨受影響的關鍵群組
驗血、擴大食水檢驗
從危機找出契機，就能克服眼前的挑戰和難題。
的範圍等，無疑有助
釋除市民疑慮，但部
明確指出，除了解決啟晴邨等受影響屋邨的
分政團提出了進一步
市民食水安全要嚴正看待
■林健鋒
食水質量問題，亦要從制度上防止類似事件
要求，包括進行逐戶
政府確認至少 3 個公共屋邨食水含鉛，其 再發生。
驗水和納入恆常政策的一部分，甚至暫緩部
中啟晴及葵聯邨第二批共 302 人的驗血結果
分新建屋邨入伙等；落實這些建議不但擾
合心聚力 解決問題
顯示，40 名 6 歲以下小童及餵母乳婦女的血
民，更會引伸更大的公共財政和社會成本，
液含鉛水平，超出政府訂立的安全水平。水
目前，坊間對事件的理解存在極大差異。
在未有查明事件前，並不能倉猝下這些決
是市民生活的根本，食水安全更是攸關社會 儘管政府基本肯定食水進入大廈前符合安全
定。
整體利益，必須嚴正看待，絕不存在退讓的 標準，但究竟鉛是來自焊接過程還是水管內
政府亦已回應社會訴求，成立由法官領導
空間。
部，是否與所謂「預製件」相關？承辦啟晴
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後者具有法定權力傳召
事實上，有團體早於 5 月已發現啟晴邨的 邨工程的承建商對事件深表遺憾，並向啟晴
證人和取證，相信足以查明真相；當下理應
食水含鉛量超標，卻延至 7 月才向政府及公 邨居民致以「深深的歉意」，但以事件原因
給予政府空間處理，讓法官和專家學者在不
眾披露。任何涉及廣大市民健康的事宜，一 仍在調查中為由，現階段不方便就事件作任
受政治干擾的環境下開展工作。加上由水務
旦發現問題，理應當即與政府相關部門反 何評論。再者，新屋入伙時未有發現食水出
署副署長領導的跨部門專責小組和房委會的
映，以便跟進解決，才是真正以生命安全為 現問題，是否反映驗收制度存在漏洞？儘管
檢討委員會，反對派議員堅持再由立法會運
首要的表現。
上述問題未有清晰答案，但作為負責任的政
我與其他經民聯成員早前約見運輸及房屋 府和政團，理應在危機當下發放盡可能全面 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事件，不但顯得架床疊
局副局長邱誠武，表達了聯盟對問題的關 的信息，而不應散播恐慌。故此在會面上， 屋，更會令調查蒙上政治色彩，時機亦不恰
注，並促請政府全面檢視，盡快找出食水含 我們向政府反映了市民搶購濾水器的問題： 當，對受影響居民亦無實質幫助。
危機當下，並非互相究責的時候，香港多
鉛的根本原因，及時落實適切的短、中、長 部分零售商乘機大肆宣傳濾水器功能，但市
期措施，包括在受影響大廈的每個樓層安裝 面的濾水器質量不一，而且根據美國全國衛 年的發展軌跡告訴我們，只要團結一致，從
臨時供水系統，率先照顧受影響居民的需 生基金會的標準，並非每一種濾水器都可以 危機找出契機，克服眼前的挑戰，未嘗不是
要，加強水質安全驗測及監管工作等。我們 過濾含鉛物資，政府有必要作出解釋，釐清 社會進步的動力。

調查委員會在不受政治干擾的環境下開展工作。反對派議員堅持由立法會運

汪巍
中國非洲問題研究會

2016年美國大選共和黨陣營競選熱度升溫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投票雖然還有近一年半
的時間，但競選的熱度正快速升溫，尤其是共和
黨陣營。俄亥俄州州長約翰．凱什7月21日宣佈
將參加 2016 年總統競選，使本已龐大無比的共
和黨候選人隊伍繼續擴大。自3月23日得州參議
員泰德．克魯茲打響 2016 年大選第一槍以來，
共和黨陣營已迅速呈現群雄混戰的場面，截至凱
什宣佈參選，目前已公開宣佈的共和黨候選人多
達 16 人。2000 年大選時，共和黨陣營曾創造了
14 人參選的歷史紀錄（2012 年為 11 人），而這
次選戰已再一次刷新了紀錄，預計未來還可能有
更多的人加入這支大軍。

共和黨陣營群雄逐鹿
為何 2016 年大選有如此之多的共和黨人出來
參選？首先是歷史機遇，通常當候選人認為成功
競選的機會較大時，參選的人數就會增多。民主
黨連續執政八年，而美國的經濟社會仍面臨一系
列嚴峻挑戰的時候，共和黨普遍認為，2016 年
將是他們重新執政的絕佳良機，去年的中期選舉
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在目前人數眾多的共和黨

候選人中，前佛羅里達州州長杰布．布什、古巴
裔少壯派參議員盧比奧、新澤西州州長克里斯蒂
和前賓夕法尼亞州參議員桑托羅姆等幾位被認為
是最有潛力和最有可能獲得黨內提名的人選，他
們無論在政治觀點、從政經歷上，還是個人實力
上都具備勝選的有利條件。同時，競選政治改革
和現代科技的快速進步，大大降低了參選的門
檻。2014 年 4 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作出裁決，取
消個人對聯邦候選人及政黨參與競選活動最高捐
款總額的上限，美國人從此可以隨心所欲地向候
選人捐款——這不僅使競選籌款變得更加容易，
也讓政治人物看到了參選的巨大利益。而各種社
交媒體和新媒體的誕生，也使候選人可以更加輕
鬆、持久地保持在選民視線中。非洲裔的本．卡
森原本是以首位成功完成腦部連體嬰兒分離手術
而聞名的神經外科專家，其最大的「優勢」是在
奧巴馬醫改、生命權與墮胎權之爭、同性婚姻、
宗教信仰甚至是進化論等話題上發表的頗為專業
的右派論調令很多保守派迷。
誠然，很多候選人都清楚，自己的獲勝機會微
乎其微，但參加總統大選將大大提升他們的個人
知名度和政治影響，即便失敗，也
可能留下豐厚的政治資產。參選後
的潛在政治影響和效應，是他們願
意參選的主要原因。例如前阿肯色
州州長、福克斯有線電視新聞主持
人邁克．哈克比曾參加 2008 年大
選，那次雖然失敗，但卻成為他此
後主持政治脫口秀的巨大談資。八
年後，哈克比再次殺入選戰，其結
果很可能是為自己注入新的職業資
本。

希拉里仍佔據主動
■共和黨的杰布．布什宣佈參加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

在鈔票選票不可分的美國，富商
們通常是兩面下注，兩黨候選人都

少不了他們的捐款，也有的富商依靠其雄厚的財
力，直接參選。典型的例子當屬共和黨總統參選
人特朗普，這位房地產大亨沒有任何從政的經
驗，今年參選卻大放異彩。從今年５月到 7 月中
旬，特朗普支持率增長近六倍。《華盛頓郵報》
說，這堪稱共和黨總統競選史上最大增幅。7 月
18 日，因為炮轟共和黨參議員麥凱恩在越戰被
俘五年的經歷「根本不算是英雄」，特朗普站到
了美國輿論的風口浪尖上。他的這番言論惹怒了
一些共和黨要人。特朗普日前又玩出了新花樣。
7 月 21 日，他在家鄉南卡羅來納州的一個講話上
公佈了其競爭對手格雷厄姆的私人手機電話號
碼，還罵格雷厄姆是「白癡」。實際上，看好格
雷厄姆的共和黨人少得可憐，自宣佈參選以來，
格雷厄姆的民調形勢一直慘淡，在 0 到 2 個百分
點之間徘徊。 另一名同類候選人就是前惠普公
司 CEO 卡莉．菲奧莉娜，2010 年她曾競選加利
福尼亞州參議員，以慘敗告終。自菲奧莉娜這次
宣佈參選總統後就沒有人看好她，據稱，除了握
有一些所謂「金錢選區」外，菲奧莉娜就再無其
他優勢了。
從美國總統大選的遊戲規則來看，決定最後勝
負與候選人的數量多少毫無關係。相反，共和黨
首先面臨的將是在如此眾多的候選人中進行殘酷
的黨內廝殺，參選人數眾多，很可能就意味黨
內贏家在參加最終決賽時面臨準備時間和政治資
本方面的雙重不利。事實上，特朗普 6 月宣佈參
選以來，同為共和黨競選人的杰布．布什支持者
被分流，與民主黨競選人希拉里．克林頓的民調
差距迅速擴大。
相對而言，民主黨陣營目前已宣佈參選的候選
人僅為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前馬里蘭州州
長馬丁．奧馬利、弗蒙特州聯邦參議員伯尼．桑
德斯和前弗吉尼亞州聯邦參議員吉姆．韋勃四
人。單從這點上看，目前民調一路領先的希拉里
將會在決戰中佔據很大的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