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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巍主動邀約民主黨
領導層午膳，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稱，這傳遞
了一個新的信息，就是北京對反對派的政策
出現轉變，緩和政治氣氛。另外，也有不同
人做不同解讀，見仁見智。重要的首先是，
民主黨不要作出誤判，要看清溫和反對派的
出路不是要向激進靠攏，以此增加選票，而
是要扮演「忠誠反對派」角色，否則只能走
進死胡同。
馮巍見民主黨，雙方約定不外洩會談內容，

外界不可能全面知悉會談細節，所以也難以做
準確判斷。但是，有三點可以肯定的：第一，
北京方面不會改變對政改的立場，包括人大
「8．31」決定。第二，既然政改已經過去，
北京是希望緩和香港的社會氣氛，使香港的
「一國兩制」實踐和經濟發展能夠沿着健康的
軌道穩步前進。第三，北京是希望爭取溫和反
對派，使其不是向徹底對抗的方向發展，而是
也成為實踐「一國兩制」的健康力量。
北京對台政策，曾經有過一句話，「硬的更

硬，軟的更軟」。那時主要針對陳水扁。硬的
是指，北京反「台獨」立場不但絲毫不動搖，
而且制定反分裂法，並要求美國堅持一個中國
立場，明確表示不支持「台獨」；軟的方面，
則是工作更深入台灣，加大經貿和各種交流的

力度。結果，成效顯著，陳水扁下台後藍營重
新執政，而且綠營知道「台獨」不可為，現在
蔡英文也只能聲稱「維持現狀」。
說回香港，筆者從港澳辦副主任馮巍主動

請民主黨領導午飯，感到北京的對港政策也
是「硬的更硬，軟的更軟」。這次會面完
了，港澳辦發言人稱，這是正常的安排。中
央政府希望香港各界各政團全面準確地理解
和執行「一國兩制」方針，致力維護香港的
長期繁榮穩定和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在這一共同政治基礎上求同存異，支持
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共同建設香
港美好家園。
在重大原則問題上，中央不但沒有讓步，而

且針對民主黨對梁振英的非議，聲明繼續「支
持行政長官」。更為重要的是，將維護國家的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
穩定並列這是「硬的更硬」；「軟的更軟」，
當然是表現主動邀約民主黨吃飯。事實上，北
京對民主黨的政策已經非常清晰，就是爭取民
主黨繼續走溫和反對派路線，並成為「忠誠的
反對派」。北京對港政策也實行「硬的更硬，
軟的更軟」，能否成功的關鍵點是溫和反對派
的「蛻變」。
北京對於激進反對派，不抱幻想，作堅決鬥

爭，這是「硬的更硬」的體現。關鍵還是在爭
取溫和反對派，也即是說，新政策的成功與否
在於能否使溫和反對派成為「忠誠的反對
派」。事實上，從更長遠看，這也是「一國兩
制」實踐是否能夠走下去的關鍵點。如果，溫
和反對派也是堅決反中央、反國家，那麼北京
「軟的更軟」便無的放矢，北京只能將反對派
看成鐵板一塊的、呈現敵我矛盾狀的反對派。
北京與之鬥爭，是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的鬥
爭。相信，這種狀態持久發展，實質上是反對
派毀了「一國兩制」。
當下，許多平實的社會研究學者大都認為，

與西方的反對派政黨相比，香港反對派有3個
特點：一是挑戰而不是忠誠於現有的憲制體
制，這是國家認同問題；二是為反對而反對，
忽視建設，這是「反對」的目的問題；三是尋
求西方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將香港問題國際
化，變為外部力量與國家角力之牌，觸動北京
的國家安全神經。在這3點中，國家認同及國
家政權認同是核心，說白了，就是是否認同中
共政權的問題。否則，當然稱不上「忠誠的反
對派」。
事實上，香港沒有反對派，就算不上「一國

兩制」。反對派存在，是「一國兩制」的體
現，問題是一定要有「忠誠的」這一限制詞。

民主黨的出路就是做「忠誠反對派」

沈家燊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副會長 中國僑商會副會長 中國僑聯常委 天津市政協常委

港大應是守護法治的殿堂 不是反中亂港的溫床

港大是蜚聲國際的學府，目前熱議的副
校長一職，負責港大的人事及資源分配，
影響茲事體大，校方有責任慎重考慮，選
出在學術與品格上毫無瑕疵的人擔任此要
職。而如今的人選備受爭議，其放縱下屬
組織策劃「佔中」，收取來路不明的捐
款，被揭發後始終不肯交代真相，又庇護
鼓吹「港獨」的學生，所作所為，從學術
到操守都不符合作為港大副校長的要求，
更存在知法犯法的重大污點，絕不能委以
重任，否則怎能服眾？

神聖學府不能淪為政爭角力場
但是，「校友關注組」不顧事實，不理社

會強烈的反對聲音，不斷製造輿論，非要把
有關人士推上副校長寶座不可。「校友關注
組」不惜煽動學生圍堵衝擊校委會會議，重
演「文革」期間學生鬥老師的醜惡一幕，無
法無天、違反人倫；如今又欲騎劫港大畢業
生議會，通過挑撥、誤導的手段，迫使校委
會限時確認副校長任命，剝奪校監法定權
力。「港大校友關注組」等政客為推「自己

友」上台，祭出「學術自由、院校自主」的
大旗，為自己的蠻橫要求作掩飾，事實上，
他們不斷向校委會逼宮，擾亂大學正常運
作，才是真正破壞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把
神聖的學府變成政治鬥爭的角力場，把港大
變成「不問是非，只問立場」之地。
更令人擔憂的是，近期傳媒不斷揭露，外

部勢力的魔爪正在伸向港大、伸向學生。較
早前，有「佔中義工」向傳媒舉報，「佔
中」期間港大收取的神秘捐款，與本港某位
反中亂港的傳媒大亨有千絲萬縷關係；近
日，文匯報又爆出驚人消息，屢次在多國推
動「顏色革命」的國際「金融大鱷」索羅
斯，計劃資助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進行人權專
案研究，金額高達1,000萬港元。眾所周
知，多年來，索羅斯透過旗下的開放社會基
金等，在多國推動「顏色革命」，資助國際
民間團體推翻外國政權，包括資助前蘇聯及
東歐國家發動「顏色革命」。

杜絕「革命資金」滲透校園
「革命資金」滲透校園，目的絕對不是用

在學術研究上，而
是要將港大打造成
「顏色革命」的橋
頭堡，要造就更多
激進的年輕學者、
學生，為外部勢力
效勞賣命，充當反
中亂港的馬前卒，
一次「佔中」不
成，未來還會伺機
而起，捲土重來，香港將永無寧日，更成為
妨礙內地發展興起的最大隱患。外部勢力、
神秘資金入侵港大，必須引起全港各界的高
度警惕，特區政府更應依法介入調查，及早
斬斷魔爪，防患未然。

年輕人須建立正確價值觀
港大以培養治港人才、法律界精英著稱，

本港大多數大律師、法官均出自港大法律學
院。必須確保港大不能變天，才能培養出具
有正確人生觀、價值觀的社會棟樑，才能保
證香港的長治久安，香港年輕人及整個社會
的前途才能光明亮麗。否則的話，只會造就
有才無德的政客乃至暴徒，專門利用法律對
抗政府，破壞制度，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雨
傘革命」，香港的法治、繁榮必將蕩然無
存。去年79天的「佔中」令香港一度陷入
無政府狀態，對香港的營商環境造成巨大破
壞，動搖投資者的信心，不少參與「佔中」
的年輕人，更因違法而在人生的履歷上留下
不可洗脫的污點。廣大年輕人必須引以為
戒，為了個人和香港的前途着想，自覺遵紀
守法，共同維護香港尊重法治、理性平和的
核心價值。

近日，港大副校長任命的風波鬧得沸沸揚揚。「港大校友關注組」更策

動「港大畢業生議會」召開緊急會議，要求校委會在一個月內通過副校長

任命。去年「佔中」暴露了「黑金」政治入侵港大這間享譽全球的百年學

府，有「政治教授」慫恿、煽動師生參與暴力違法行動，散播「港獨」言

論，外部勢力透過「神秘捐款」左右港大運作，培植反中亂港的激進學

生，企圖將港大變成發動「顏色革命」的溫床。香港是法治之區，港大是

培育治港精英的殿堂，應肩負起守護法治的使命，引導青年學生建立正確

的人生觀、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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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
七十周年，於今年7月17日刊憲將2015年
9月3日訂為一次過的額外公眾假期及法
定假日。目的是為了讓香港市民不忘記這
段歷史，特別是戰後出生的我們，更應認
識我們祖國和香港曾承受過的苦難。抗日
戰爭對中國人民來說是一段慘痛的歷史，
戰爭的傷痛至今仍然折磨着我們的上一
代。
抗日戰爭是由1937年的「七七事變」日
本全面侵華開始，直到1945年8月結束，這８年的民族革命戰
争，也是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反對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
的戰争。
當年的日軍在中國可謂是無惡不作，1937年12月日軍攻陷南

京，更展開了長達六周的屠殺劫掠，其間慘遭殺害的同胞多達30
萬人，歷史稱為「南京大屠殺」。當時的日軍殺人為樂，甚至以
殺得人多作比賽。
而在香港，日軍雖沒有進行大屠殺，但在香港的「三年零八個
月」佔領期間亦有搶劫、強姦，甚至胡亂殺害香港市民。日軍在
佔領香港時迫香港市民將港幣換為軍票，當日本投降後，港幣恢
復成為香港法定貨幣，當時全港約值19多億圓的軍票頓時變成廢
紙，令香港即時出現災難性通貨膨脹，物價每日貶值，嚴重破壞
香港的經濟。至今，仍有不少受害者要求日本賠償。
當年的中國軍備不多、武器落後，但最終可以戰勝軍備充足、
武器精良的日本，當中的原因值得我們深思。除國際盟友的援助
外，中國軍民團結一致是獲勝的主因。面對日本全面侵華，中華
民族的存亡在於一線之時，全國各階層、海外華僑都透過不同途
徑支持前線戰鬥的軍隊，捐錢、捐物資，甚至捐飛機。而前線的
軍隊亦視死如歸，浴血奮戰。在全民族的參與下，中華民族才能
打贏這場戰爭。
抗日戰爭中，中國軍民死傷超過3,600萬人。今天我們紀念中國
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目的不是為了鼓勵仇日。相反，紀
念日是要讓我們更清楚明白侵略戰爭及仇恨所帶來的禍害。從抗
日戰爭之中，我們可以充分認識到一旦國家落後，人民就會受到
欺侮，只有國家富強、人民團結，才可以保障大家有和平安穩的
生活。
正如《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確定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的決定》公告中說明，紀念日是：「為了牢記歷史，銘記中國人
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艱苦卓絕的鬥爭，緬懷在中國人民抗
日戰爭中英勇獻身的英烈和所有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作出貢
獻的人們，彰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
地位，表明中國人民堅決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世界和平的
堅定立場，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激勵全國各
族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共同奮鬥」。歷史讓
我們知道和平穩定不是理所當然。事隔70年，我們須勿忘歷史的
教訓，應珍惜前人的努力及犧牲。我們亦要以香港穩定繁榮為福
祉，共同守護香港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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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計劃是青年人從校園投身至社會的
重要組成，是投身勞動市場的踏腳石。實
習計劃有助青年人了解心儀行業及公司文
化的黃金機會，很多時候，青年人對某些
行業或企業存有自己的想法，但到底這是
真正行業及企業文化，抑或是青年人自己
的誤解呢？
國家現時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領頭國家，
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才湧至，在這片土地
尋找自己發揮的空間及平台。香港不少青
年人對國家存有誤解，對國家的現況及發展趨勢都有不了解的地
方，形成一種恐懼，不欲回到內地發展。
民建聯今個暑假舉辦了內地實習計劃，與100名香港大專學生
到內地重慶及杭州的不同行業、不同機構進行實習計劃。除了讓
學生認識企業文化、認識行業特性外，更重要的是親身體驗內地
的生活文化、工作文化、職場規律、企業特點、內地市場的發展
等等。在經過親身體會後，比起旁人不斷的正反論述，青少年對
內地的了解更加立體、更加真實。
民建聯一直鼓勵青年人多走出課室、到世界各地多體會、認識
不同的文化，這有助加深青年人日後工作的廣度及闊度。認識國
家，除了認識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外，更重要是認識到內地蘊含
着豐富的發展機遇，可以提供許多拓展人生另一種可能的機遇。
青年人應該多認識、多批判。認識是判斷事實的最基本點，現
時有不少青年只顧後者，而忘記了前者。青年民建聯希望青年朋
友能夠通過參與和體驗，豐富自己的看法，多聽別人的意見，多
從不同角度出發思考問題，思考自己的人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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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汶羽

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3年提出發展「絲綢之路經濟
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計

劃建立貫通亞洲、歐洲、非洲的經貿合作走廊，統稱
「一帶一路」。2014年，中央政府開始落實構想，最
受國際注目的，當然是倡議開辦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
行(亞投行)，以及註冊成立絲路基金。要了解「一帶一
路」，我認為要先從這兩個金融機構入手。
根據習主席今年2月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的發
言，亞投行的主要任務是為亞洲基礎設施和「一帶一
路」建設提供資金支持，而總值400億美元的絲路基
金，則是服務於「一帶一路」戰略，按照市場化、國
際化、專業化的原則開展項目投資。換言之，亞投行
與絲路基金將分別擔當貸款和直接投資角色，對象同
樣是「一帶一路」沿線的新興市場。

集資融資平台
正如前文所述，金融業將成為「一帶一路」的「領

頭羊」，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若能發揮好我們
的優勢，必定能夠擔當關鍵角色。我相信，香港能夠
發展成建設「一帶一路」的主要集資融資平台，為各
個基建項目提供所需資金。
香港是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也是全球最具規模

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和亞洲最大的資產管理中
心，各地資金匯聚於此，「一帶一路」的發展項目在
香港可以進行比較低成本的融資，無論是上市集資、
銀團貸款、私募基金、一般債券、點心債、伊斯蘭債

券等等，我們都具備經驗豐富的專業人才，設計出最
合適、成本最低的融資組合。
我特別想介紹近年開始在香港發展的伊斯蘭金融概

念。由於宗教關係，伊斯蘭國家一般不會採用常用的
派息債券形式集資，以其他形式作為收入(例如物業租
金)的伊斯蘭債券遂應運而生，並在過去十年急速增
長。由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不少是信奉伊斯蘭
教，我相信這種融資產品對於它們將會甚具吸引力。
而過去兩年，香港政府已先後兩次發行伊斯蘭債券，
兩次都獲得AAA的評級和數倍的超額認購，這些寶貴
經驗，對於未來推動「一帶一路」項目，定能派上用
場。
事實上，我早前到北京拜訪亞投行籌備處金立群秘

書長時，已就香港如何在金融方面協助亞投行的工
作，與金秘書長交換了意見，我除了邀請亞投行考慮
在香港設立辦公室外，我們亦討論了亞投行未來利用
香港的金融平台發債。我相信以香港金融業的豐富經
驗和國際網絡，亞投行在香港發債，將很容易與全球
投資者接觸，而發債的成本亦相對便宜。

商貿促進平台
香港作為國際商貿中心，我們擁有高質素的專業人

才和龐大的商業人脈網絡，在國際市場擁有良好信
譽，這些條件對於協助各地政府和企業尋找合適的合
作夥伴，促成商貿合作，是很大的優勢。
貿易配套方面，香港是亞洲主要的航空和航運樞

紐，物流網絡遍及全球。香港未來若能在航運方面增
加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聯繫，將有助促進相互
間的貿易往來，而「一帶一路」沿線的企業，亦可以
利用香港的高端物流服務，實踐全球供應鏈管理。作
為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我們的金融機構能夠
為各地的對華貿易提供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服務，減
低買賣雙方的匯率風險。
另外，我們目前還是亞洲最重要的會議展覽中心、

採購中心、商業配對中心。多個在香港舉行的商貿會
展活動，是全球或者亞洲規模最大的，可以協助各地
政府和企業尋找合適的商業夥伴。

高端專業服務平台
專業服務方面，香港在多個領域，包括會計、法

律、建築、工程、管理等均人才輩出，達國際最高水
平，無論是集資融資、盡職調查、風險管理、企業管
理、審計會計、物流銷售、品牌推廣、法律仲裁、建
築規劃、工程測量等方面的服務，都有足夠條件參與
各地的基建和經貿項目，亦能夠為內地的相關單位，
提供高質素的專業支援。
對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我相信它們對各類高

端專業服務也同樣有殷切需求，例如鐵路、機場、港
口的營運和管理，供電、供氣等基礎設施的規劃和建
設等等，香港在這些環節都達到國際最先進水平，以
效率高、服務好、價錢合理見稱，而業界也有輸出相
關服務的經驗，可以提供顧問服務或參與營運管理，
甚至直接投資回報合理的基建項目。
調解仲裁服務近年在香港有長足發展，我們的法律

專業人才除了服務本地客戶，亦迅速擴張服務對象至
海外市場，若香港能夠成為「一帶一路」的調解仲裁
中心，為沿線地區間的商貿糾紛提供服務，對於本地

法律界是相當龐大的發展機
會。

多元旅遊平台
香港中西文化薈萃，既有大都會的動感魅力，也
有大自然的怡人景色，有購物和美食天堂之稱，加
上地理位置優越，一直都是全球最受歡迎的旅遊目
的地之一，「一帶一路」沿線的民眾，過去較少來
香港旅遊，這些新興地區是香港旅遊業值得開發的
市場。
香港與澳門、珠三角的景點互補性很強，香港又處

於東北亞、東南亞的交接位置，發展一程多站、郵輪
旅遊的潛力很大。
除了訪港旅客之外，香港市民一向喜歡外遊，業界

可以把握機會，開拓「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旅遊市
場，向香港市民推介新旅程，同時促進香港和這些地
區的民間交流。

新興產業平台
除傳統支柱產業外，我相信我們的新興優勢產業也

能夠受惠於「一帶一路」。例如：香港可以協助沿線
地區培訓人才、為它們提供醫療衛生、產品檢測認證
服務。
我們的科技產業、創意產業，包括電影、文化等

等，已發展出不錯的基礎，具備了「走出去」的條
件。以科技為例，我們的大學和香港科學園內的企
業，在供水、鐵路監測、能源、醫療、通訊等方面，
都有不錯的科研成績，獲得國際認可，陸續進軍海外
市場，它們都有能力為「一帶一路」沿途地區的基礎
建設作出重要貢獻。

（本文轉載9月份《紫荊》雜誌，內容有刪減。）

曾俊華 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司司長

認識「一帶一路」推動香港發展
近半年，香港各界對於如何配合國家「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展開了不少討論。我認為，

香港至少可以在集資融資、商貿、專業服務、多元旅遊、新興產業五個方面為「一帶一路」

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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