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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國際航運市場空前激烈的競
爭，表現未如理想的本港航運業亟
需政府以「適度有為」的態度，積
極對業界發展採取措施，協助產業
升級，加大政策幫扶及資源整合，
以重新煥發航運業的內在源動力，
維持香港航運業現有的國際航運中
心優勢，進而謀求亞洲區頂尖航運
中心地位，最終實現香港國際航運
中心從「貨運服務型」向「高端服
務型」的轉變。
為了具體解畫特區政府如何在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中「適度

有為」，特首梁振英最近投書報章，表明「適度有為」就是
「以尊重市場機制為前提，更積極發揮市場推動者和引導者的
作用，促進經濟發展」。文章中提及政府計劃在包括高增值航
運服務等新興產業方面可主動支持和配合業界發展，這與筆者
之前的幾篇文章不謀而合，香港航運業完全可以借力國家「一
帶一路」發展戰略，實現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從「貨運服務型」
向「高端服務型」的轉變。

新加坡打造國際海事中心經驗值得參照
為了打造國際海事中心，吸引更多航運及有關服務企業的
投資經營，新加坡政府近些年來可謂是「積極有為」，甚至
是「大展拳腳」，做法非常值得香港借鑒。
首先，為統籌港口管理和航運服務，新加坡早在1996年就

成立了海事和港口局(MPA)。成立近20年來，MPA極大地鞏
固發展了新加坡作為全球樞紐港和國際海事中心的地位。作
為港口和海事發展的推動力，MPA所扮演的角色包括港口管
理、監管、規劃，以及國際海事中心的推廣機構和國際海事
代表等。不僅如此，MPA還積極與航運業界合作，努力拓展
新加坡在海事服務方面的國際知名度，並通過加强其在海事
研究和航運人力資源方面的投入吸引國際航運人才。同時，
為了在公營機構和私營企業之間建立强有力的聯繫，在新加
坡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新加坡海事基金(SMF)應運而生。成立
至今，SMF透過與MPA以及新加坡和海內外業界的廣泛合
作，對新加坡打造國際海事中心的地位也是貢獻良多，尤其
是在2013年成功說服波羅的海航運公會(BIMCO)將新加坡列
為繼倫敦和紐約之後的第三個國際海事仲裁地，進一步强化
了新加坡在國際海事仲裁領域的地位。
再者，新加坡政府還針對航運企業提供了大量稅收優惠，

並制定出一系列稅收激勵計劃。例如在1991年推出了一項名
為「特許國際航運企業計劃」，規定凡是通過認證取得資格
的航運公司，無論其船舶是否懸掛新加坡國旗，其船隊收入
均可以免繳所得稅，以此吸引海內外航運公司在新加坡成立
營運中心。這一計劃實行以來，已成功地招徠了若干主要的
國際航運企業進駐新加坡投資設點。另外，為了鼓勵物流企
業選擇以新加坡為基地提供貨物運送及物流服務，新加坡又
在2004年專門出台了「特許航運物流企業計劃」。根據該計
劃，這些特許航運物流企業可以享受所得增加收入不少於
10%的為期長達10年的優惠稅率。與此同時，新加坡更推出
面向具備資質的船舶租賃公司、海事基金和海事信託等的海
事金融激勵計劃，面向海外貸款的船旗轉換優惠計劃，以及
面向非新加坡本土企業的雙重减稅計劃等。

發展時不我待 特區政府須「適度有為」
正如梁振英特首在文章中所言，當市場運行未能發揮功能
為社會帶來最大效益的時候，政府一定要有所作為。香港船
東會2014年的主席年度報告，形容2014年的航運市場「令人
失望」，而可以預見的是，2015年本地航運市場將持續不景
氣，大部分航運及相關企業會面臨不小的挑戰和困境。因
此，政府此時對航運業發展「適度有為」地採取措施，以此
激發行業源動力，可謂是恰逢其時。
面對當今航運市場空前激烈的競爭，不論新舊國際航運中
心都深得其政府的政策扶持。香港政府也應立即把握時機，
轉變目前對香港航運業的管理思維，以積極態度加強對業界
的支持力度。事實上，香港完全可以仿效新加坡，成立一個
新的航運機構，負責統籌航運政策制定及制度研究，整合資
源和推動航運政策出台，並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代表航運業發
聲。同時，這一機構還應被授予更廣泛的權力和自由，包括
檢視業內的人力資源情况，開展航運業人才培訓以及協調航
運業相關的研究和成果開發。另外，通過制定行之有效的宣
傳策略，鞏固和推廣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地位，並進一步提升
國際航運市場對香港優質航運服務水平的認知。
在特區政府「適度有為」的引導和配合下，充分發揮現有
國際領先水平的航運基礎，香港航運業勢必可以重振雄風並
發展成為亞洲區頂尖的航運中心。在向全球海事業推廣和展
示其國際航運中心軟實力的同時，利用好「一帶一路」建設
機遇，香港可以「築巢引鳳」，吸引全球投資和海事企業入
駐香港。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下月3日，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大閱兵，就
要展現在全世界人民的眼前。此時此刻，筆者
不能不記起老祖宗孫武的話：「不戰而屈人之
兵」。這是戰爭的最高境界。在當今維護世界
和平的新時代，「不戰而屈人之兵」就是維護
和平的最高境界。70周年大閱兵，就是展現中
國人民和中國軍隊這種境界。中國通過大閱兵
展現的強大的武裝力量，正是震懾任何反和
平、挑起不義戰爭勢力的有效打擊力。

閱兵首次按作戰體系編組
大閱兵預演透露的消息表明，參閱的地面裝

備方隊和空中梯隊將首次按作戰體系模組化編
組，展示人民軍隊資訊化條件下聯合作戰能
力。受閱的27個地面裝備方隊將展示地面突擊
模組、防空反導模組、海上攻擊模組、戰略打
擊模組、資訊支援模組、後裝保障模組等等。
空中梯隊則包括空中護旗方隊、領隊機梯隊、

預警指揮機梯隊、轟炸機梯隊、殲擊機梯隊、
海軍艦載機梯隊、海上巡邏機梯隊、加受油機
梯隊、直升機梯隊。
中國軍事專家指出，以往閱兵中，通常按照

陸、海、空、二炮的軍兵種編制序列劃分進行
閱兵，例如陸軍可能包括坦克方隊、步戰車方
隊、自行火炮方隊等，而且坦克方隊與炮兵方
隊之間並無聯繫。但未來實際作戰並不是先讓
陸軍上，再讓空軍上，而是一體化聯合作戰。
新的編組方式是打破軍種界限的混成編組模
式。陸、海、空軍的不同裝備可以集成到一
起。這種排列組合並非簡單的「合併同類
項」，背後是複雜的資訊化系統。這種編組最
大限度向實戰靠近，可以說是「仗怎麼打，兵
就怎麼閱」，展現的就是戰鬥力而不是花拳繡
腿，

國產自研裝備達國際頂級水平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這次參閱84%的裝備是
首次亮相，而且，不少達到了世界頂級水準。
例如，第二炮兵部隊將以6個裝備方隊7種導彈
武器型號登場亮相。在預演的裝備集結地，也
出現了多種型號的戰役戰術彈道導彈和戰略彈
道導彈。雖然具體型號尚未完全披露，但是東
風5B，東風21D、東風41等已經呼之欲出，可
以肯定的是會涵蓋從數百公里到上萬公里，近
程、中程、遠程和洲際彈道導彈多種類型。國
際軍事媒體早就指出，中國既有航母殺手，亦
有無遠弗屆、無法攔截、可以攻擊地球上任何
一點的核導彈。這是可令任何核大國都畏懼的
力量，也是當今世界制止核大戰的力量。
當預演的大量戰機飛越長安街上空，北京市

民既興奮亦相當震撼。參閱的空中梯隊中，包
括「新一代預警機」，使用新型的有源相控陣
雷達。而國際軍事界更清楚，中國的空中打擊
力量正飛速與國際先進水平收窄距離。中國自
行研製的最新一代的殲22、殲30、殲31，很快
就列裝部隊。

海軍秀實力 捍衛南海和平
由於大閱兵是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受制於

地理環境，海軍只能展現最新型的艦載導
彈，以及海軍航空兵戰機，而中國迅速發展
的水面艦艇則欠奉。外軍研究人員前不久
說，中國的新型導彈驅逐艦、常規潛艇和核
潛艇，就像下餃子一樣湧到三亞軍港服役，
已經完全改變了南海軍力的對比格局。而中
國正在研製的航母已經「雛形畢露」，一旦
中國海軍有了三個航母戰鬥群，誰還敢在南
海生事？
正如軍委主席習近平說過的，中國不惹事也

不怕事。中國奉行和平發展路線，因為和平也
符合中國的根本利益。但是，世界總是有小
人，中國因此要擁有強大的武裝，震懾小人，
不戰而屈人之兵。

大閱兵呈「不戰而屈人之兵」境界

傅 平

港大豈能「放生」戴耀廷？

「調查」數月 輕輕放過
眾所周知，戴耀廷是「佔中三丑」的「主

兇」，去年9月發起禍港害港的長達79天違法
「佔中」，是他親自明目張膽地在公開場合
聲嘶力竭叫囂「啟動佔中」。現時律政司和
警方對他所涉及的刑事犯罪行為還未作出正
式指控與起訴，而他本人對「佔中」亂局的禍
害也絲毫沒有半點悔過之意。在此情況下，港
大校委會僅以「三不可」對戴耀廷作出懲處，
怎能令人接受？豈能平息悠悠之口？
首先，戴耀廷在「佔中」期間，前後收到4

筆來歷不明的「秘密捐款」共145萬元（也
有指出捐款共241萬元）。而今，他仍拒絕
交代這些捐款者的身份，以及所有捐款用途

的來龍去脈。就是說這些「政治黑金」的疑
團仍未解開，真相仍未能水落石出，「黑金
金主」和「神秘捐款人」仍未露面。校方卻
作出如此輕率的處理，難道不是故意放生
嗎？
其次，戴耀廷個人操守存在嚴重問題，他

身為副教授，卻不務正業，不守本分，不但
在校園熱心「搞政治」；而且還親自發起和
煽動違法亂港的「佔中」行動，明顯是知法
犯法，有違師德，教壞學生。有鑑於此，社
會大眾及家長要求取消他的教學資格，停止
其教職的呼聲日趨高漲。而港大校委會僅對
他作出「不可任管理層」，「不可監督研究
員」的輕微處分。這難道不是不合情理、不
符眾望嗎？校方對社會大眾及家長的呼聲，

不是置若罔聞，無動於衷嗎？
第三，戴耀廷是佔中「主兇」，他所煽

動的這場禍港害港的亂局，不但嚴重衝擊
本港法治基礎、破壞社會秩序、影響香港
民生，而且也直接危害港大百年基業的聲
譽，在亂局將香港推向危險邊緣的時刻，
連港大校長馬斐森也親自到場要求港大師
生撤回學校，他也當作耳邊風，頑固抗
拒，毫無悔意。而今，港大校委會卻為戴
耀廷「開綠燈」准予留用，讓其繼續遺禍
香港，遺禍港大，其人煽動一批激進學生
和歹徒在7月28日以暴力手段衝擊港大校
委會會場的違法行為，這教訓是何等深
刻！

港大之癌 必須切除
戴耀廷身為法律學者卻「知法犯法」，有

損為人師表，卻不願自省自勉，理應嚴懲，
而輕罰則難以起阻嚇作用。事實很清楚，戴
耀廷是港大之癌，必須切除，以正視聽。否
則，港大將後患無窮，難有寧日。正是「妖
為鬼域必成災」！

港大校委會日前開會，議程之一是討論有關「秘密捐款」涉事教員的處分

問題。對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作出三項懲處：包括數年內不可任管理層、

不可接收捐款及不可監督研究員。很顯然，這「三不可」明顯是輕罰，是有

意「放生」戴耀廷。與社會大眾必須嚴懲戴耀廷的呼聲存在很大的落差，

如此處置，怎能服眾！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商貿潛力巨大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中國對外貿易格局扮演

重要角色。2001年以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64
個國家的貿易額從840億美元增長到2014年11,200億
美元，佔同期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由16.5%增長到
26.0%，其中出口的比重由14.5%上升到27.2%，增長
近一倍。2014年，中國對這些國家的出口同比增速為
7%，高於中國出口總額的增速4.9%，這表明這些國家
與中國的貿易聯繫越來越緊密，並成為中國對外出口
增長的主要區域。
2015年上半年，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貿易關
係繼續維持逆勢增長的態勢，其中對孟加拉國、巴
基斯坦、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等「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出口實現兩位數的較高增速。從具體
的國家群體來看，中國與東南亞國家貿易聯繫最為
緊密，2014年東盟10國與中國貿易總額佔「一帶一
路」國家與中國貿易總額的43.9%，主要是因為中
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極大地提升雙邊經貿合作的水
平。
西亞、中東19國與中國的貿易佔比為28.2%，位居

次席，其增長動力來源於中國近年來對這一地區的能
源進口高速增長。2001至2014年中亞5國與中國貿易
年均增速達29.8%。然而，中國與蒙古、俄羅斯、烏
克蘭、泰國等地區的貿易年均增速相對較慢，其原因
在於這些國家的政治局勢不穩或貿易潛力較小。總體
而言，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的貿易關係越來越緊
密，雙邊貿易的發展潛力巨大。

釐清發展障礙 突破貿易壁壘
然而，要實現「一帶一路」國家成為中國對外

貿易多元化的優先目標，仍需要克服一系列困難
與障礙。首先，區域內多數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
較低，市場需求和市場規模相對有限。2014 年
「一帶一路」沿線 65 個國家（含中國）中人均
GDP超過 1萬美元的僅有 18個，這些國家人口總
數達到 44億，佔全球比重 70.5%，但GDP僅佔全
球 28.5%，65 個國家平均人均 GDP 僅為 4,800 美
元，僅相當於全球平均水平 36%左右。其次，貿
易往來的壁壘和障礙較多，如新歐亞大鐵路各國
的軌距不同、各國口岸合作機制尚未形成、通行
便利化程度不高、區域內基礎設施水平難以滿足
需求等。再次，區域內經濟一體化建設明顯滯
後，缺乏以本地區成員為主、具有廣泛代表性的
多邊自由貿易安排和有效合作機制，制約了區域
內合作的深度和廣度。最後，非經濟因素較多，
各國戰略互信不足。「一帶一路」國家多數處於
全球各大政治力量博弈的集中區域，宗教、民
族、國土邊界、外部力量干預等矛盾錯綜複雜，
短期內難以解決。總之，這些挑戰和困難極大地
制約中國擴大與這些國家的貿易聯繫。

重構對外貿易結構 創新貿易方式

未來一個時期，我國與「一
帶一路」國家貿易合作的優先
領域，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優化貿易結構、培育新的
貿易增長點。在鞏固雙邊傳統產品貿易的同時，以區
域基礎設施建設為契機，擴大中國對大型成套設備和
標準向中亞、東南亞、西亞和中東歐國家的出口，順
應沿線國家產業升級，加快機電產品和高科技產品的
出口，進一步擴大自俄羅斯、中亞、西亞等國家和地
區油氣進口和中亞、東盟、蒙古等國和地區的礦產品
進口，努力消除農產品進口壁壘和政策障礙，增加相
關國家的農產品進口。二是創新貿易方式，發展投資
貿易。重點是充分利用沿線國家的資源、人力資本，
建立跨境經濟合作區，以擴大投資帶動雙邊貿易的發
展。三是建立健全服務貿易促進體系。積極開展與沿
線國家的服務外包合作，支持大型企業在沿線國家發
展新型商業業態、建立國際營銷網絡，鼓勵商貿物
流、電子商務、運輸旅遊、新聞出版等方面的合作。
四是推動沿線貿易大通關機制，探索與沿線國家商簽
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在檢驗檢疫證書互認、海
關監管標準互認、邊境口岸通關設施、通關信息互換
體系建設等方面開展多邊或雙邊合作，在合作水平提
升的基礎上，積極與區域內沿線國家商簽多邊或雙邊
自由貿易協定，逐步形成立足周邊、覆蓋全區域的高
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體系。

黃志龍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

「一帶一路」戰略重構中國對外貿易新格局
隨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關係越來

越緊密，雙邊貿易的發展潛力巨大，未來一個時期，要實現

我國與沿線國家對外貿易多元化的優先目標，則須手優化

貿易結構，培育新的貿易增長點，創新貿易方式，重點打造

跨境經濟合作區，以及積極開展服務外包合作，推動沿線貿

易大通關機制，形成立足周邊、覆蓋全區域的高標準自由貿

易區網絡體系，重構對外貿易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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