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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銀行宣佈自2015年8月11日起，做市商在
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開盤前，參考上日銀行間外匯市
場收盤匯率，綜合考慮外匯供求情況以及國際主要貨
幣匯率變化向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提供中間價報價，目
標是完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而人民幣兌
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8月10日為6.1162，次日即調至
6.2298，下調幅度為1.8%。這是十年來最大單日調整
幅度。

人民幣匯率實際已大幅升值
自今年初到8月10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報價一直

維持在6.1475至6.1136區間，也就是說波幅不超過339
點子。2005年人行宣佈採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即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制
度。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
匯率浮動，發揮匯率的價格信號作用；二是根據經常
項目主要是貿易平衡狀況動態調節匯率浮動幅度，發
揮「有管理」的優勢；三是參考一籃子貨幣，即從一

籃子貨幣的角度看匯率，不片面地關注人民幣與某個
單一貨幣的雙邊匯率。人民銀行授權中國外匯交易中
心每天公佈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匯率中間價，而市
場有上下2%的波幅調整。
從2005年7月21日以來，人民幣的名義有效匯率相
對一籃子匯率升值了 46%，實際有效匯率升值了
55.7%，也是升值很大的。今年以來，名義有效匯率和
實際有效匯率升值了3%左右。人民幣匯率在人行每天
公佈中間價的規範下維持了人民幣的相對穩定性；然
而匯率受到國際收支、經濟增長及一籃子各國貨幣匯
率影響，實際有效匯率和名義有效匯率都在波動。過
去幾年由於很多國家採用貨幣寬鬆政策，中國實際有
效匯率和名義有效匯率實際已大幅升值。
人行每天定價的形成機制主要參考前一天的收盤

價，並考慮外匯市場供求關係和這一夜歐美市場的變
化。報價資料來自十幾家中間價報價商，取中間樣本
的加權平均值就是每天公佈的中間價。報價商是比較
大的中資銀行及外資銀行。基於有效匯率和名義有效

匯率的差距擴大了，而且形成較長期的趨勢，人行仍
有較大幅度的報價調整。

防患於未然應對經濟變化
因此，中國這次的匯率調整有異於金融海嘯以來採

用貨幣寬鬆政策調控宏觀經濟增長的性質，是中國特
有的匯率管理制度進一步市場化的機制調整。
很多評論就這次人民幣匯率報價較大的調整直觀地

解讀為剌激出口貿易的行為。然而如果我們看中國的
經濟數據，上半年GDP為296,868億元人民幣，同比增
長7%。今年到7月，中國進出口總額22,244億美元，
比上年同期減少了7.2%，其中出口額 12,648億美元，
減少0.8%，進口額 9,596 億美元，減少14.6%，順差
3,051億美元。今年上半年實際利用外資 684億美元，
增長 8%。截至7月末，外匯儲備3.65萬億美元，並沒
有即時要調低匯率的壓力。
另一方面，經濟在新常態下仍然達到預期目標，只

是不論從增長及貿易看都表現疲軟，由於國際市場商
品價格的影響，進口貨值大幅下跌，以致貿易收支仍
有盈餘。可以說，中國經濟目前仍健康發展，但是隨
着國際環境的變化，面對前景便不明朗。因應可能出
現的情況，例如美元加息，中國在人民幣匯率調整機
制上，防患於未然採取更靈活的調整機制總比問題出
現時調整好些。

人民幣匯率的定價機制一直
受到美國的批評，認為匯率被
低估了，並且缺乏透明度。外
匯管理局局長易綱在記者招待
會上講得很清楚，當若干主要貿易大國將其貨幣通過
量化寬鬆政策使匯率下調時，人民幣的有效匯率相對
便已大幅升值，其中包括美元、歐元、日圓、英鎊、
加元、澳元、紐元、坡元等。目前中國面對經濟增長
放慢、貿易下降的壓力，當然有權作出匯率調整。

中國有權作出匯率調整
國際上對中國的匯率調整反應很大，是由於上世紀

80年代以來，人民幣一直保持升勢。而且政府一直傳
達一個信息，在多次金融及經濟波動及危機中，人民
幣隨着經濟及貿易長期高增長的優勢下，匯率只升不
降。在過去兩年，中國經濟增長逐漸放緩，這種態勢
改變是理所當然的事。然而正如中國人民銀行發言人
強調，可見將來人民幣匯率仍是穩定向上的，只是匯
率調整中間價的區間略為放寬，隨着市場供需更為有
彈性而已。當大家都習慣了人民幣匯率市場定價之
後，人民幣將向全面自由兌換走前一步。如果人民幣
的匯率仍由人行保其穩定不變，就難以成為發揮開放
的投資工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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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匯率調整的是定價機制
中國這次的匯率調整有異於金融海嘯以來採用貨幣寬鬆政策調控宏觀經濟增長的性質，而

是中國特有的匯率管理制度進一步市場化的機制調整。當若干主要貿易大國將其貨幣通過量

化寬鬆政策使匯率下調時，人民幣的有效匯率相對便已大幅升值，目前中國面對經濟增長放

緩、貿易下降的壓力，當然有權作出匯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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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兵亞太是美國既定戰略

增兵亞太 以升級「亞太再平衡」戰略
雖然奧巴馬執政以來，美國大幅裁軍又從阿富

汗、伊拉克撤軍，但美國並不是在世界所有地區
都如此這番作為。有論調稱，美國應該調整戰略
把更多兵力重置亞太地區，以對付日益崛起的中
國。事實上，重返亞洲、亞太再平衡是美國奧巴
馬政府的既定戰略，不但如此部署，更已經在逐
步推行。
美國海軍軍事學院教授霍姆斯近日在《外交政

策》網站刊文指出，美國對華戰略斷斷續續且雜
亂無章，美國政府必須調整或轉變相關策略，應
把更多兵力轉向太平洋，對中國的行為作出反
應，直至北京停止挑戰美國自1945年以來主導
的海上商貿體系。他特別強調，美國政府必須調
整或轉變相關策略，才能做到真正應對來自中國
的挑戰，並提出針對中國的兵力部署。
霍姆斯的觀點在美國是得到迎合的。美國《國

家利益》雜誌7月29日發表著名智庫新美國安全
中心亞太安全項目主任派翠克·克羅甯的文章
稱，隨着經濟及軍事實力的猛增，中國對南海糾
紛海域的主權要求日益強硬，致使亞太海上局勢
日趨緊張，而且這種趨勢會持續下去，目前各國
關係仍處於軍事衝突爆發臨界點之下。在這種情
況下，文章建議美國在深度參與、綜合實力和持
久原則的基礎上，制定行之有效的對華南海外交
政策，並給出美國對南海問題外交政策基本原

則。
向亞太地區運兵以維護亞太再平衡，是美國既

定的方針，而近年來，美國一直沒有放棄增兵亞
太的戰略，不斷增兵以升級「亞太再平衡」戰
略。戰略上，2012年1月5日，美國總統奧巴
馬、國防部長帕內塔和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鄧蒲賽在五角大樓聯合舉行新聞發佈會，公佈了
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
優先任務》的美軍戰略利益評估報告。根據新戰
略內容，調整最大的是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美
國在亞太地區將進一步鞏固與現有盟友的聯盟，
擴大與新興國家的合作。新戰略暗示美國將縮減
陸軍規模，並減少在歐洲的軍事存在，轉而加強
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以維護亞太的「安全與
繁榮」。奧巴馬說：「我們將加強美軍在亞太地
區的軍事存在，削減國防預算不會以犧牲這一重
要地區為代價。」

戰略和戰術上皆以中國為針對目標
戰術上，美國直指南海，5月11日，美海軍瀕

海戰鬥艦LCS沃思堡號駛近南海；5月20日，美
國一架偵察機P8A飛越南海島礁上空。7月中
旬，美軍新任太平洋艦隊司令斯威夫特聲稱要增
兵，使部署在南海的瀕海戰鬥艦數量達到4艘。
還要在新加坡穩定駐軍，指派4艘近海戰鬥艦。
從戰略和戰術角度，從長遠和近期規劃中，
美國都絲毫沒有放鬆在亞太地區，尤其是針對

中國的部署。美太平洋空軍部署新動向是，近
期發佈了《轉向亞太2.0》報告，升級「亞太再
平衡」戰略。美國新防長卡特上任剛剛一月就
開啟亞洲行，深入推進「亞太再平衡」2.0版
本，強調了增加在亞太地區部署新型空軍力量
的相關問題。伴隨「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深入
推進，美軍歷史最長、規模最大的太平洋司令
部的空軍部署開始進行系列調整，呈現出很多
加速推進的新動向。
美國國防部計劃在10年內削減國防預算4,870

億美元。空軍需要在完成大幅經費削減的背景
下，保持其在「空中和太空的優勢，提供快速機
動、全球打擊和持續不間斷的情報監視偵察」。
太平洋空軍是秉承美國「全球警戒、全球到達、
全球力量」戰略的美國空軍中最精銳的一支力
量，在「亞太再平衡」戰略中佔據極其重要的地
位。近年來，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空軍力量不斷
更新，主要是集中在美國第5空軍轄下。在太平
洋西面的空軍基地中，第5空軍轄下的基地有5
個分佈在韓國（水原、鳥山、釜山、光州、大
邱），2個分佈在日本（三澤、橫須賀），1個
位於沖繩島的嘉手納。據報道，美軍計劃於2017
年前，裁撤太平洋空軍500架左右性能落後戰
機，更換性能更為先進的F-35、F-22戰鬥機，
B-2、B-52戰略轟炸機等。有指，東海將是美軍
與中國爭鬥的又一戰區。
中國民間軍事智庫發報告，指美實施「空海一
體戰」佈局。報告稱，2013年美國把更多的軍事
力量部署在亞太地區，兵力較上一年增加6%，
達15.41萬人，預計2020年前，美軍60%的軍事
力量將部署到亞太。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
會長兼秘書長羅援認為，美國既然承諾與中國
「不衝突、不對抗」，但又如此興師動眾，調整
亞太軍事部署，需要給中國一個解釋。

重返亞洲、亞太再平衡，是美國奧巴馬政府的既定戰略，不但如此部署，更已

經在逐步推行。近年來，美國一直沒有放棄增兵亞太的戰略，不斷增兵以升級亞

太再平衡戰略，把更多兵力重置亞太地區，以維護其在亞太的利益，同時對付日

益崛起的中國。從戰略和戰術的角度，從長遠和近期規劃中，美國都絲毫不會放

鬆在亞太地區，尤其是針對中國的部署。

近期，本港有人利用
「水貨客」問題，反對
「一簽多行」，更挑起事
端製造社會矛盾，令到香
港「購物天堂」美譽受
損。隨着內地訪港遊客的
下降，以及周邊國家、地
區的競爭、追趕，香港旅
遊業今年以來初見「寒
冬」苗頭。
但是根據2014年統計，去年每周來港多於一次

者459萬人次，僅佔擁有「一簽多行」的深圳戶籍
居民三成，佔總體內地居民來港人數1成。事實
上，「水貨客」當中有六成是香港人。當香港有人
指責內地「水貨客」妨礙市民正常生活的時候，港
人有無意識到「水貨客」中近六成是香港人的事
實？如果靜下心來思考，港人「水貨客」多，不是
間接說明了香港經濟不景氣，有不少香港人要靠走
「水貨」來賺錢謀生。如果港人安居樂業，有穩定
的工作和滿意的收入，就不太需要依賴「走水貨」
謀生。
香港能被稱為「購物天堂」，是因為香港人深知

和氣生財，尊重來者是客的中華營商傳統。現在有
人利用「水貨客」問題，以極端化、情緒化的行為
發洩不滿，驅趕遊客，導致2015年春節後內地旅
客比去年同期下跌三成，東南亞遊客亦下跌兩成。
一向以文明有禮聞名的香港，發展到今日的地步，
700萬港人都是輸家。反「水貨客」的示威包括辱
罵路人、拍打和腳踢路人等，完全濫用表達意見的
自由。作為一名公民做任何事情都應該守法，並且
要尊重他人合法的自由和權益。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亦是一個旅遊城市，旅
遊業是香港主要經濟支柱之一，與旅遊業相關的零
售餐飲業也是香港的重要產業。香港社會應該立足
如何全面促進經濟，令到市民安居樂業，生活富
足，達到兩地雙贏局面，而非放大「水貨客」問
題，激進暴力地對待內地旅客。
縱觀鄰近地區，上海迪士尼樂園將建成，新加坡

正在建設聖淘沙名勝世界，台灣則以人文情懷作為
賣點吸引旅客。香港還停留在吃老本的階段，景點不足，吸引力
有限，難以留住旅客。香港與內地唇齒相依，倘若因為「水貨客」
問題影響兩地關係，特別是個別激進人士的情緒化行為，不斷令
問題放大，增加解決難度，對香港沒有任何幫助和好處。香港必
須警惕有人借「反水貨」為名破壞兩地關係，同時順勢而行、把
握機會，提升旅遊競爭力，才能避免不進則退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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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將海濱長廊建設成為集休閒娛樂於一身
的有益場所，觀塘海濱長廊應充分利用坐擁的無
敵海景，設置露天茶座，讓市民能夠於海濱遊覽
時，與家人或三五知己享受露天茶敘，更添寫
意。營運模式亦可仿效美國街頭美食車，於海濱
內向遊人提供餐飲服務，提供若干數量座位予顧
客使用。
在以經濟主導的香港，音樂、藝術等文化活動

經常被人忽略。相比日本及歐美等地，本港的文
化氣息顯然有所不及。街頭表演文化(Busking)近
年於香港湧現，不少街頭藝人經常於旺角、銅鑼
灣等鬧市的行人專用區作表演。但在這些地點表
演，除了環境擠逼，公共空間不足外，部分表演
亦會引來當區居民或商戶的投訴，指影響周圍居
民的生活質素，畢竟過高的聲浪在窄小的空間內
的確有擾民之嫌。但香港在街頭文化推廣方面亦
欠缺成熟規劃及支援，為支持街頭藝人的表演，
我們建議於海濱長廊引入街頭表演，此舉既可為
海濱增添藝術氣息，同時為觀塘區內的街頭藝術
愛好者提供一個合適的表演場地，令到訪的遊人
也能夠分享他們的表演藝術。
香港近年開始引入3D 立體館，提供涵蓋不同
文化及特色的巨型3D立體地畫及佈景裝置，為本
地市民及遊客帶來樂趣之餘亦能推廣本地文化。
惟參觀大部分本地立體館皆要付入場費，以致不
少地區上的基層家庭未能負擔此娛樂活動。青年
民建聯建議海濱上的設計及發展可以大量加入具
有青年及本地文化特色的巨型3D立體地畫及佈景
裝置，以作為東九龍新的青年文化地標。
筆者亦建議舉辦3D立體藝術創作比賽，鼓勵本
地年輕人發揮創意，貢獻社區。參賽單位需於比
賽中遞交創作概念書及設計圖，並向評判簡報其
設計意念，經評審後，優勝單位之設計可成為海
濱上的新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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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安倍發表對日本發動
「侵略」表示「反省」和「歉

意」的第二天，東京部分內閣成員參拜了靖國神
社，安倍則捎上供奉祭品。面對眾所周知的侵略歷
史，安倍躲躲閃閃，礙於強大壓力表示日後不再參
拜靖國神社，卻仍然堅持供奉祭品。供奉祭品和親
自參拜，性質都一樣，就是在挑釁鄰國。顯示安倍
正在做山本「稱霸亞洲」的夢想，頑固學習「戰
犯」、自掘墳墓的行當。日本《每日新聞》最新民
調結果，安倍支持率已經下跌至30%歷史低位，顯
示不正視歷史的倒行逆施策略被日本民眾所唾棄。
日本國土狹小，侵略他國、擴充地盤一直是東京

政客的夢想，120年前發動的甲午海戰、上世紀大

規模侵華、襲擊俄羅斯部隊、偷襲珍珠港等等都是
企圖稱霸亞洲的狂妄行動。安倍近期在國際外交舞
台上頻頻發表挑釁中國的講話，對當年日本侵華造
成超過3,000萬中國人死亡，沒有勇氣像德國領導
人那樣拿出令人滿意的真誠道歉。北京沒有向日本
要求戰爭賠償，是北京的寬容，但安倍不懂得感
恩，為「戰犯」美容，稱後人為「為國捐軀的英
雄」獻祭品是應該，說明安倍賊心不死，仍在做
「白日夢」。
70年前的「戰犯」將日本送入墳墓，今日安倍正
在做同樣的事。靖國神社實際上已經成為東京的
「負資產」。

靖國神社成東京「負資產」
和醉漢拜神祈求發財一

樣，安倍內閣與國會議員
不顧北京、華盛頓和俄羅
斯等多方勸阻，利用多個
節假日參拜靖國神社，希
望「精神殭屍」保祐日本
成為「正常國家」。一意
孤行的安倍，不僅和中
國、韓國關係鬧僵，和俄
羅斯展開的「北方四島」
歸屬談判，也因安倍政府
跟隨西方制裁莫斯科而成
為泡影。安倍和美國表面
和諧，實質死結不解、仇
恨最大、殺機處處，東京
周邊的美軍部隊，隨時可
能像餓狼一樣咬碎日本的

咽喉。
烏克蘭事件發生後，日本跟隨華盛頓高調制裁俄

羅斯，使莫斯科收回有關「將所佔四島3%的色丹
島與齒舞島歸還日本」的承諾。「北方四島」是監
視日美艦隊、戰機的最佳地點，普京辦公室已經發
出聲明，不會就「北方四島」問題再和東京談判，
並已經着手在四島佈置超過200處新的軍事設施，
讓日本要回「北方四島」的願望變成絕望。愚蠢的
安倍，將本該是朋友的北京當成仇敵，而將扼緊東
京咽喉的美國當作上帝。
無論地球如何轉動，日本進的都是死胡同。

日美關係是一個火藥桶
最近30多年來，北京經濟發展、國際外交令人矚目。

美國是「耍太極」高手，華盛頓明知中國經濟發展對
美國有利，北京也沒有傷害美國的可能和意圖，但還
是挑動東京對抗北京。安倍則是後知後覺的小人，明
知白宮一面稱釣魚島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轉眼
又稱在主權問題上沒有立場，此舉明顯是在「耍花
招」，轉移日本民眾對駐日美軍的強烈不滿。但安倍
卻看不到問題的實質，和中國過不去，忘記阻礙日本
「正常」的正是美軍對日本的軍事佔領。
1945年，兩顆原子彈讓幾十萬日本人命喪黃泉，

加速東京無條件投降，允許美軍永久性駐紮日本。
70年來，日本無償向美軍駐日本基地提供租金、高
速公路、搬遷等經費。美國發生金融危機後，大幅
削減軍費，駐日美軍基地的高爾夫球場維修、美軍
健身設施，以及駐日美軍基地日籍員工的福利和勞
務費都轉給日本承擔，總額達到每年600億美元，
花費遠遠高於日本自衛隊軍費開支的590億美元。
日美關係其實就是一個火藥桶。

頑固學習「戰犯」安倍自掘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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