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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家 愛護香港力量召集人

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圓滿結束，此次訪美堪與當年
鄧小平訪美相比。當年歷經「文革」浩劫的中國亟待
發展經濟，鄧小平訪美為中國贏得了和平的國際環
境，使中國可以埋頭搞經濟建設，收穫了30多年的改
革紅利。今天，中國正在崛起，作為全球「老大」的
美國對中國崛起充滿疑慮，以冷戰思維處處遏制中
國。習主席此次訪美，旨在解惑釋疑，增進互信，加
強合作，達到了預期效果。中美雙方一致同意繼續努
力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拒絕墮入「修昔底德陷阱」，
美國明確支持中國的穩定和改革，承諾不支持「台
獨」、「藏獨」、「疆獨」，不干預香港事務，首次
對中國現行制度和發展模式明確認可。具體成果達49
項之多，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網絡安全
等諸多領域，可以說成果豐厚、豐碩、豐富。
習近平主席訪美成功給人們以什麼啟示？對香港的

未來又會產生什麼影響？值得人們關注和思考。

啟示一：主動規劃未來，未來才會美好
在人類歷史上，大國之間的關係從來都是競爭多於

合作，最終發展為全面對抗、甚至爆發戰爭的也是數
不勝數。
以冷戰思維觀察中美關係，遏制中國崛起，是美國
朝野的主流聲音。那麼，中美兩國到底應該怎樣相
處？除了對抗就沒有別的出路嗎？十八大以來，中央
一改在中美關係上被動應付的姿態，主動出擊，規劃
未來。一方面，中國主動試探美國的底線。從衝破第

一島鏈，到釣魚島問題上態度強硬，從南海問題上轉
守為攻，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等等，都是先出一招，
看看美國的反應。另一方面，針對美國的擔憂，中國
一再強調，中國無意挑戰美國的大國地位，無意改變
二戰後形成的國際格局。三年間你來我往的較量，中
國已經摸清了美國的「底牌」，攤牌的時刻終於到
來，習近平主席正式訪美，雙方把重大問題、敏感問
題一一擺上桌面，一個一個解決，最終達成了諸多共
識和協議。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也得到了美國的積極
回應。
事實證明，主動規劃未來，未來才會美好。習主席

訪美成功，意味中美兩國今後「1-1=0」的可能性減
小了，「1+1>2」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香港的未來發
展，只有規劃好、謀劃好、籌劃好，才能走上正路、
快路、穩妥之路。

啟示二：直面矛盾，才能化解矛盾
中美之間的矛盾不少、敏感問題不少，比如，網絡

黑客、南海風雲、東亞格局、人權紛爭、經濟動向
等，尤其是「一帶一路」建設、亞投行成立，被美國
朝野解讀為挑戰美國的大國地位。
從踏上美國土地的第一天開始，習主席就開宗明義

地告訴美國人：「我這次訪問美國是為和平而來，是
為合作而來。」針對敏感問題，習主席鄭重宣示：
「中國是現行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
同時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體系，不意味

另起爐灶，而是要推動它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
發展。」習主席還表示，中方尊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
傳統影響和現實利益，歡迎美方在地區事務中繼續發
揮積極、建設性作用，沒有取代美國的意圖。這些直
擊要害的表態，給美國人吃了一顆「定心丸」。
正是直面矛盾，才找到了化解矛盾的方法。習主席

提出了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目標：不對抗不衝突、相
互尊重、合作共贏。明確了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四個
力點：正確判斷彼此戰略意圖，堅定不移地推進合
作共贏，妥善有效管控分歧，廣泛培植人民友誼。中
美達成的諸多共識和合作協議最終體現了這些內容，
說明美國已經接受了中國方案。從中也給處在「矛盾
群」中的香港啟示，化解矛盾，需要心平氣和、需要
相互尊重、需要尋求最大共同點。

啟示三：眼基層和未來，才能培植人民友誼
習主席此次訪美出席了第三屆中美省州長論壇，並

發表了重要講話。他還到林肯中學，為那裡的學生送
去體育用品，與孩子們進行了交流。中方宣佈未來3年
將資助中美兩國共5萬名留學生到對方國家學習。美方
宣佈爭取到2020年實現100萬名美國學生學習中文的
目標。可以看出，眼基層，眼未來，更加重視地
方交流和青少年的交流，是此次習主席訪美的一大特
點。
「國之交在民相親」。今日兩國元首達成的共識和

協議，明日能不能被認同並落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
民意，取決於今天的年輕人如何認識中美關係。廣泛
培植人民友誼不是說說而已，中美雙方的合作項目已
經敲定。
實施這些項目也許短期不見利，但利及長遠。比

如，中國學習英語的人很多，但美國人學中文的不
多。百萬美國學生學中文，將加深美國青少年對中國

文化的了解，有助於在未來的
交往中消除偏見，實現「互相
尊重」也就有了堅實基礎。香
港的發展也是如此，經濟和民
生才是應該關注的重點、熱點、焦點。

啟示四：香港融入祖國，發展才有出路
習主席訪美成功，給香港帶來第四個重要啟示就

是，香港的發展要融入祖國。習主席此次美國之行，
給香港帶來至少以下三個方面的利好消息。
一是有利於結束香港的政治爭拗。奧巴馬明確表

示，美國不介入香港事務。這對於反對派來說是釜底
抽薪，失去了後台老闆的反對派能量必然衰減，香港
的政治生態將由此好轉，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阻力大
大降低，這有利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二是有利於香港穩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美國支

持亞投行建設，對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享有特別提
款權的地位採取更加開放的態度。這意味人民幣國
際化的阻力大大降低，香港如能抓住人民幣國際化的
機遇，成為人民幣走出去的「超級代理人」，將進一
步穩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三是有利於香港擴大發展的戰略空間。聚焦今日世

界格局，中美兩國加在一起，約佔世界經濟總量的三
成多、世界貿易總規模的兩成、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
一，中美兩國均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可以
說，兩國對抗，則全球動盪；兩國合作，則全球和
諧。習主席此次訪美成功，明晰了中美關係的大方
向、大原則、大思路，中美關係今後即便是出現一些
波折，也不會壞到哪裡去。中美大局已定，中國的發
展環境更好，意味香港發展的機遇更多、戰略空間
更大。香港融入祖國，在國家戰略中尋找機遇，發展
之路才會越走越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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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成功訪美給香港的四點重要啟示
習近平主席此次訪美成功啟示人們，在處理大國關係中，主動規劃未來，未來才會美好；

直面矛盾，才能化解矛盾；眼基層和未來，才能培植人民友誼。習主席訪美成功，也給香

港帶來利好消息，香港的發展機會多多，香港融入祖國，在國家戰略中尋找機遇，發展之路

一定會越走越寬。

宋小莊 法學博士

對終審庭組成方式和解釋的思考

9月7日，終審法院已搬到立法會大樓辦
公。25日，終審法院才舉行喬遷典禮，內地
最高法院院長、行政長官、中聯辦主任，澳
門終審法院院長、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以及
澳洲、新西蘭、加拿大、新加坡等最高法院
的法官都應邀出席，好不熱鬧，亦一盛事
也。
同日，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在報紙

撰文，提出兩個有關香港基本法實施的觀
點：一是說海外法官參加終審庭審理案件應
為定制，跨越2047年。二是說全國人大常委
會應避免釋法，特別是推翻終審庭的判決。
茲事體大，值得評說。

一、海外法官審案問題
1988年香港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公

佈，英方提出要提前成立終審法院。1991年
9月中英聯合聯絡小組達成協議，中英雙方
同意終審法院設常設法官4名，審理案件時
由首席法官從非常設香港法官或非常設海外
法官名單中挑選1名非常設法官，即由5名
法官審理終審案件。但英方後來以立法局不
同意此協議為由，不予執行。1995年5月，
預委會政務專題小組發表關於組建香港特區
終審法院的八項原則性意見，包含了原來聯
絡小組達成的協議。1996年6月，聯絡小組
達成協議，英方同意以預委會的八點建議為
基礎修訂《終審法院條例草案》。這就是非
常任法官的由來。
該條例的安排是回歸初期的特殊安排。不

少英國前殖民地在獨立的早期階段，還曾經
繼續讓英國的樞密院司法委員會作為終審法
院，但到了本國司法獨立發展的一定階段，
就在本國設立最高法院作為本國的終審法
院，這是符合本國司法成長和發展的正常安
排。但「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並沒有把終審

權交給倫敦。
目前這種非常任海外法官的安排沒有人說

違反中國主權和香港自治權，如有人說違
反，那豈不是說回歸以來的終審判決都是由
違反中國主權和香港自治權的法庭作出的，
顯然不能如此解讀。但如成為永制，就違反
了香港特區司法成長和發展，成為另一個問
題。在本質上，這是《終審法庭條例》的有
關規定可否修改以及對香港基本法第82條的
解釋問題：
（一）香港基本法第83條規定：「香港特

區各級法院的組織和職權由法律規定」，各
級法院就包括終審法院，《終審法院條例》
原來有關非常任海外法官的規定是可以根據
基本法第73條規定的程序修改的。何時修
改，視香港的實際情況而定。可以肯定的
是，聯絡小組的協議，是與1997年政權交接
有關的事宜。從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二《關於
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規定看來，聯絡小組
的協議不可能具有聯合聲明的效力。修例的
修改不受該聯絡小組的協議的拘束。
（二）香港基本法第82條規定：「香港特

區的終審權屬於香港特區終審法院。終審法
院可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
官參加審判。」請注意「可根據需要」五個
字，顯非指全部案件都要有海外法官參加審
理。在早期階段，或許首席法官不敢確定是
否需要，預先安排1名非常任海外法官參加
審理，無可厚非。到可判斷是否需要時，就
未必要安排，有必要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可
以對此釋法。

二、司法解釋和立法解釋的關係
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希望全國人大

常委會釋法要謹慎，不要推翻終審法院的判
決，這是有誤導性的：

（一）回歸18年來，終審法院對香港基本
法作出的解釋有數百次之多，涉及100條以
上條文，但全國人大常委會才解釋了4次，
難道還不夠謹慎嗎？其中只有一次是經由終
審庭提請解釋，這說明終審庭不大願意提請
解釋，這種心態應當改變。在釋法問題上，
香港基本法第158條的規定，終審庭的釋法
權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授予的，被授權者向授
權者提請解釋，沒有什麼不好意思。18年才
一次提請，實在是太少了，就可能發生應當
提請而沒有提請的情況。
（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解釋並沒有

推翻終審判決，如終審庭提請解釋，則終審
庭的判決是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作
出，釋法在先，判決在後，不發生推翻判決
的問題。如終審庭沒有提請釋法就判決了，
這個判決可能是不正常的。但如香港基本法
的司法解釋出現錯誤，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
立法解釋更正。在這種情況下，該判決依然
存在，沒有被推翻，只是判決中錯誤的司法
解釋不能成為先例而已。避免司法解釋出現
錯誤的最好方法是終審庭提請解釋，即使終
審庭對香港基本法自治範圍內的條文有權解
釋，提請解釋仍然是正當的。
（三）即使終審庭對香港基本法自治範圍

內的事務的條文，可以不提請解釋，但終審
庭的解釋仍然不是最終的，不是最終的解釋
是可能出現錯誤的。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
辦法是提請解釋，避免出現錯誤；如是終審
庭實在不願意提請，就要盡量避免無端審判
條例，認定有關條例抵觸香港基本法並宣告
無效。這樣一旦司法解釋出錯，就可能出現
法律真空，影響香港社會的穩定，這並不是
法治。
（四）即使終審庭不宣告有關的條例無效

作廢，也並不影響終審庭的終審權。假如終
審庭根據該庭所錯誤理解的香港基本法自治
範圍內的條文作出終審判決，該判決依然是
有效的。由於海外法官也不精通香港基本
法，對終審庭錯誤的解釋並沒有幫助，所以
最好的方法還是提請解釋，不論是什麼類別
的條文。為了香港的法治和社會的穩定，謹
慎的終審庭應當這樣做。

香港基本法第82條規定：「香港特區的終審權屬於香港特區終審法院。

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可根

據需要」，顯非指全部案件都要有海外法官參加審理。避免司法解釋出現

錯誤的最好方法是終審庭在判決前，提請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即使終審

庭對香港基本法自治範圍內的條文有權解釋，提請解釋仍然是正當的。

人民幣匯率問題可以說是兩國
經貿合作的潤滑劑，匯率問題處
理恰當，深層次互信才能建立。

「習奧會」成果之一是：美國聲明「在人民幣符合
IMF現有標準的前提下，支持在特別提款權(SDR一籃
子貨幣)審查中納入」，顯示美國長期阻止人民幣進
SDR的策略已經改變，或者說「習奧會」掃除了人民
幣入SDR的最後障礙，加快人民幣進「一籃子」。
2010年1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以使用率低、不
易自由兌換而否決人民幣入特別提款權，如今世界貿
易中以人民幣結算交易額激增，反對理由不再成立。
今年11月份，IMF將對一籃子貨幣重新審核，屆時將
討論人民幣進入SDR議題。從對世界金融的影響力可
清楚看到，人民幣已經「百分百」進入SDR。

SDR缺少人民幣尷尬失色
由於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貿易國，通過人民幣結算
的貿易伙伴也越來越多，2015年上半年對世界經濟貢
獻已經達到30%。西方列強如果在人民幣被全面重
視、廣泛使用面前，再否決進入SDR，IMF將陷入一
個極為尷尬失色的境地。人民幣跨入SDR，是北京經
濟實力的體現，也是人民幣跨入貿易結算和儲存貨幣
的標誌性時刻。李克強總理在今年達沃斯論壇上的講
話被西方媒體稱為「金融強心劑」，凸顯人民幣對世
界金融的不尋常影響力。
李克強在今年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表示，中國下調
人民幣匯率只屬於有限度貶值，北京不會以貶值來刺
激出口。在降息、降準過程中採取了系列改革的措施
後，下一步還要繼續放寬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的限
制，積極發展民營銀行融資擔保和金融租賃，穩步擴
大金融對外開放。事實上，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幾年
來已經上升了15%，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問題。

美蹈英「戰爭耗元氣」覆轍
19世紀，英國控制了全球大部分地區，統治了世界
四分之一人口。後由於獨立浪潮此起彼伏，讓英國深
陷無法控制的戰爭之中，英鎊的龍頭地位也變得岌岌
可危。美國二戰期間掠奪了巨額財富，控制了世界黃
金儲備的八成。華盛頓看準這千載難逢的時機，立即
展開終結英國霸權的行動。1944年7月，包括中國在
內的44國代表參與了由華盛頓指導、在美國新罕布什
州布雷頓舉行的會議，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貨幣體
系，使美國獲得金融霸權。

上世紀中葉的越南戰爭，以美國慘敗收場，結束了美國戰無不勝的神
話，冗長的戰事讓美國經濟一落千丈，華盛頓於是背棄在森林會議上35美
元保證兌換一盎司黃金的承諾，多次通過美元貶值來掠奪他國財富。進入
21世紀，美國又發動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等戰爭，戰爭耗費了美國的元氣
和國力，釀就了2008年的金融瘟疫。因為戰爭而元氣大傷，美國可謂重蹈
了英國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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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筆者和外地來港的友人郊遊，沿途見到
不少「佔中」支持者留下的所謂「墨寶」，他
們猶如放高利貸的不法分子般，以紅漆在樹幹
及石柱等地方噴上反中亂港的口號。友人問我
為什麼香港有如此無聊及缺德的家伙，連郊野
公園的花草樹木也不放過。
要向外地朋友解釋「佔中」的前因後果、誰

是誰非，實非三言兩語可以做到。我只能略作
解釋回應，此乃去年香港經歷「佔中」後，某
些自我管理能力低下港人的「魔性」行為。在
「佔中」的煽動下，「黃絲帶」用盡各種違規
犯法的手段破壞社會秩序，還自我催眠認為自

己是「為了更大的正義」而作出犧牲。而那些
「被犧牲」的無辜花草樹木、燈柱、路牌，以
及廣大市民只能無奈忍受這種不義行為。
「佔中」結束至今，仍有餘毒未清，仍有煽

動者、搞手們及參與者沒有為自己所犯下的罪
行付出應有的代價，甚至當初高喊「公民抗
命」口號的「佔中三丑」，因為懼怕承擔法律
責任而高叫「政治審判」來逃避罪責、抗拒懲
罰。為求實現個人政治企圖、不惜犧牲他人，
這種「佔中」行為，毫無承擔，賴皮無恥，實
在令全港市民看不過眼，更感到氣憤。
外地友人問，這些「黃絲帶」會否為自己的

缺德行為負責，例如把所有塗鴉抹乾抹淨？我
聽到後不禁大笑。友人實在不了解這批「黃絲
帶」的德性。「黃絲帶」背起口號來頭頭是
道，對於塗鴉、拆屋、衝擊等違法行為更是駕
輕就熟。但說到善後和補救行為，迄今為止實
在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黃絲帶」有勇氣、有能
力收拾他們搞出來的爛攤子。正如美國為了
「傳播自由民主」，推倒中東的「獨裁政
權」，令某些國家至今仍深陷戰爭泥潭，民眾
無奈淪為四處流浪的難民一族。這些苦果，始
作俑者卻事不關己，袖手旁觀，「黃絲帶」的
所作所為，不是很有美國人的影子嗎？

「黃絲帶」豈會收拾「佔中」爛攤子

西方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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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國際金融影響力與日俱增，完全有條件加入SD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