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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回歸前夕，多個
反對派政黨及人士以牛
頭角火警為名，以打擊
特區政府為實，要求停
止所有七一慶回歸活
動，但他們卻指不會停
辦以「政治抽水」見稱
的「七一遊行」，亦表
示不會將一分一毫捐出賑濟英勇犧牲的
消防員遺孀。如此低級的雙重標準，無
疑讓人汗顏。
其實，反對派如此抽水已非首次，要求

取消任何七一活動的要求明顯並非為了哀
傷，而只是為了顯示偽善，順道「抽
水」。以結果論，政府的七一活動除了已
取消表演環節，亦加入悼念英勇殉職消防
員的儀式，以表達對殉職消防員的哀思和
對他們工作的肯定，而在公佈新一年的授
勳名單時，特區政府亦再向兩名殉職消防
員頒發金英勇勳章。可見是次的做法可謂
在隆重場合中向社會表達正面訊息，恰到
好處，而在這種風氣下，不少民間慶回歸
活動也加以效法，例如將活動部分收益捐
助殉職消防員家屬等，可見是次政府的做
法可謂中規中矩。
相反，反對派的行為與他們製造問題卻

撒手不管的做法完全吻合，除了「七一遊
行」只顧籌錢作為己用，更一度在遊行後
試圖衝擊中聯辦、禮賓府，甚至堵路，幸
得警務人員的有效防範才讓他們的詭計不
得逞。可見由要求取消七一慶回歸活動，
到衝擊政府一系列活動中，他們根本完全
置殉職消防員及其家人的感受於不顧，與
他們的初衷根本大相徑庭之餘，更意圖再
拖香港重返非法佔領及旺角暴亂的困局，
拖港人到多災多難之中，這群人的真面
目，市民應看得一清二楚。
就有如旺角暴亂以來，以幫助小販為名

的反對派根本幫助不了小販甚麼，而只是
為自己累積政治本錢一樣。是次七一，我
們再次看到他們的偽善。可能我們沒有方
法要這些厚顏無恥之徒主動收起偽善，但
相信以今次8年新低的遊行人數而論，市
民已用行動向這些偽善的反對派作了最肯
定的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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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對A股T+0的表態有弦外之意

近日，央行發佈的《中國金融穩定
報告（2016）》，備受市場的高度關
注。然而，縱觀這一報告內容，卻對
A股T+0交易等市場關注的話題給予
了表態。其中，關於實行T+0交易制
度風險問題的忠告，引起了廣大市場
參與者的高度關注。
有觀點認為，與20年前的市場環
境相比，目前A股市場已經發生了
翻天覆地的變化。自2010年以來，
A股市場不僅迎來了股指期貨、融資
融券，還逐步推出了轉融券、期權
等工具。其中A股的股票市場實行
的是T+1交易制度，期貨市場則實
行T+0的交易制度。
此外，深港通通車在即，兩地市場
互聯互通，市場制度改革需要跟進，

否則造成兩地市場交易制度漏洞，不
利於兩地資金正常雙向流動。
這些觀點認為，面對市場總規模

的迅猛崛起，以及 A 股市場「玩
法」的變化，已經不能再用原來的
思維方式來判斷當前市場的發展形
勢。在刺激市場流動性以及市場交
投方面，T+0交易制度是一種不錯
的刺激舉措。
事實上，這一交易制度有利有

弊，但關鍵還是要看所處的市場環
境以及相應的投資氛圍。
其中，談及其有利的方面，就在
於：面對市場容量的大增，恢復T+
0能夠提升市場資金利用率，促進市
場交易活躍度；恢復T+0，可以增
加普通投資者的糾錯機會；能夠適

度緩衝長期存在的期現交易不對稱
的風險；利於提升股市市場化的程
度等。
而其弊端，最核心的問題，莫過
於恢復T+0交易制度會容易引發股
市高度投機的風險，甚至容易引起
股市高頻交易的頻繁發生。
雖然中國股市已經發展了二十餘

年的時間，目前距離T+0交易制度
的暫停也已有約二十年的時間了，
仍需要考慮到當下A股市場的特殊
市場環境。鑒於A股市場高度的投
機性，T+0會加劇市場的波動性風
險，管理層在短期內不宜實行T+0
交易制度。
一方面，在當前的A股市場中，

基本是以散戶作為主導，機構投資

者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T+0交易
制度的實行，必然會再度引發市場
過度投機的行為，進而打亂市場的
運行節奏；另一方面，經歷過1992
年至1995年實行T+0交易模式失敗
的教訓，由於試錯成本的巨大，管
理層寧願採取適度謹慎的 T+1 模
式，也不願意放膽嘗試T+0。
在當前的市場環境以及投資氛圍

之下，推行如註冊制改革、恢復股
市T+0交易等市場化舉措，仍不是
最佳的時點。
實際上，此次央行對A股T+0交

易的表態，也暗示了股市市場環境
與投資氛圍的修復，仍有一段不短
的日子，而當下任性推行T+0交易
制度，並非明智之舉。

李 勇 中興匯金高級研究員

聲言在9月立法會選舉「退居第二」「抬轎」的陳偉業，
最近在接受報章訪問時大發「偉論」，指自己「變惡」與議
會質素下降亦有關係，又指議會質素下降與擲物兩回事，他
原本不喜歡罵人，「鬧完人不舒服」，現在之所以「變
惡」，純粹是因為在立法會見到官員「垃圾、無料、亂
來」，令他毫無動力。而其他的議員，特別是反對派的，
「不看文件，看看報紙、社評寫什麼就拿來用」，對議題
「不用心、不熟悉」，質素非常之不濟。他並且提及，「新
一代年輕人勇武抗爭沒問題，要暗殺、放火也可以，但要有
一套論述，不能『講了當做了』，欺騙群眾」。陳偉業大放
厥詞，可謂恬不知恥。
猶記得97回歸之前，當時的立法局議員梁耀忠失驚無神爆
出一句「臭罌出臭草」，被時任立法局主席黃宏發界定為不
雅用語要求梁耀忠收回相關言論，惟梁耀忠堅拒回收，於是
被主席驅逐出議會，梁耀忠「一夜成名」，成為第一位被逐
議員。
惟回歸以後由文明選舉所選出來的立法會議員，特別是

陳偉業、梁國雄、黃毓民之流的所謂議員，不僅經常故意
缺席導致流會，還刻意拉布阻礙議會進程，浪費大量公
帑。更甚的是，他們言行粗鄙，動不動擲物，掃枱，令出
席的官員飽受人身威脅。他們彷彿忘記，議員的職責是議
事論事，而不是叫叫幾句空泛的口號被趕離場便收工了
事。叫叫幾句空泛的口號，根本毫無建設性，連「不用
心、不熟悉」亦談不上，陳偉業才是「垃圾、無料、亂
來」的表表者。
立法會議員的形象之所以日漸低落，完全是歸功於陳偉業

等「流氓議員」，而某些年輕一代之所以日漸偏向於所謂
「勇武抗爭」，亦拜他們所「啟蒙」。依陳偉業的邏輯，只
要是有所謂「論述」、「講到做到」，暗殺、放火等那些明
顯觸犯法律的「勇武抗爭」亦「沒問題」。如此荒謬的說
話，竟然出自一位立法會議員之口，試問立法會議員的形象
又怎不會變得低落？

陳偉業大放厥詞恬不知恥
美 恩

鴻圖十九載 頁頁燦光輝

7月1日是香港人值得紀念和慶祝的
大日子，歷屆廣東省港區人大代表組成
的「粵仁達聯誼會」，其誕生與香港特
區政府成立同時，因此，我們也有幸於
7月1日慶祝成立19周年。
作為原廣東省港區人大代表，雖然
已不在其位，但是本心還是保持着為
港人服務，為貫徹「一國兩制」、維
持香港繁榮穩定的初心。而且對實現
這目的懷着高度信心，堅持不懈盡一
己力所能及的努力去達至這目的，對
回歸以還社會上出現的歪風邪氣，我
們都耐心地進行勸導、解釋以至批
評、揭露、嚴責。
香港平穩回歸祖國是世界歷史上的
新鮮事物，「一國兩制」從未在任何
國家歷史上出現過，我國這一偉大創
舉，對全國人民特別是港澳同胞是無
比興奮的啟示，也是保障香港繁榮穩
定的正確方針。另一方面，國內外的
反對勢力，不甘心看着我們走上金光
大道，港澳同胞和全國人民一道大步
前進，所以，他們無時無刻都在千方

百計找尋各種攻擊詆毀污衊的手段，
企圖搞亂香港，顛覆內地。

回歸19年戰勝困難創造佳績
十多年來，香港政府正確地領導着

市民，在中央積極地關懷和指導下，
克服了不少困難，創造了成績，度過
了金融風暴、「沙士」傳染病等等經
濟、民生巨浪，使到香港的GDP從
1997回歸時的1.37萬億港元增至2015
年的2.39萬億港元，人均產值居全球
第7位。失業率長期維持在3.3-3.4%
的低水平。香港連續22年被評為全球
最自由經濟體。隨着祖國日益發展，
尤其是「一帶一路」啟動以來，憑着
香港有悠久歷史的國際貿易地位以及
我們在東南亞優越的地理位置，香港
的經濟、貿易地位更形重要，我們的
前景光輝燦爛、生活會更加幸福安
穩。但是，反對派一直虎視眈眈，敵
意囂張，行動狂妄，打從特區政府成
立便無時無刻暗裡放箭或明槍叫陣，
在立法會中強行拉布以無厘頭的荒謬

提案阻礙合法施政，或者糾眾霸道示
威，或者煽動無知青少年騷擾市民的
正常活動。上有所謂學者高踞學府講
堂宣揚反建制的絕對民主，進而再鼓
吹「港獨」，冀求推翻香港管治以至
中央政權；下有所謂激進「憤青」，
他們竟然追憶港英殖民統治日子，妄
想投靠沒落的帝國，回復不勞而獲的
寄生蟲生活。
年前的「佔中行動」，以失敗告
終，說明邪終不能勝正，但對香港已
經造成了一定破壞。隨之而來反對勢
力蠅營狗苟各據山頭，打出各種旗
號。近日更因立法會選舉日期臨近，
更加利用任何突發事件攻擊政府以及
中央。諸如銅鑼灣書店事件，主要人
物李波已經明言不涉內地到港執法，
但最近被釋回港的林榮基卻造謠生
事，有議員竟如獲至寶，立刻把這名
造謠生事的罪人捧成正義之神，群丑
也爭相附和，冀圖藉此以增反動聲
勢，但狡辯不能掩蓋事實，林榮基炮
製的故事破綻百出前後矛盾，落得個

慘淡收場。

堅信前路可驅散迷霧
我們曾經出席過廣東省人民代表大

會，在莊嚴樸實的禮堂參政議政，我
們絕對相信祖國對香港同胞的關懷愛
護，「一國兩制」的正確和無限威
力，有信心和耐心和全港市民一道為
驅散阻擾前路的迷霧共同努力，一如
既往地、力所能及地獻出微力，為建
造香港更好的明天而工作。更為歡慶
珠還及我會成立19年獻上讚歌：

鴻圖十九載，頁頁燦光輝。
明珠更瑰麗，寰宇眾望歸。
權為民所用，利為大眾攜。
人人謀上進，日日躍騰飛。
掃除黑障礙，爭當千里驥。
我輩齊努力，不負祖國期。
自決乃歧路，港獨狐狗淒。
堂堂大路上，泱泱大國威。
紫荊艷艷紅，五星灼灼暉。
明天必更好，仰見曙色曦。

韋 剛 粵仁達聯誼會

「安定香港」與「動盪香港」的對決
9月的立法會選戰到底是一場什麼樣的角力，真的是「倒梁」與「保梁」的抉擇

嗎？不是的，其實質是「安定香港」與「動盪香港」的對決。選民們千萬不要陷

入「倒梁」與否的迷思，而要問自己，是要選擇一個「安定香港」，還是選擇一

個「動盪香港」？

今年立法會選戰還沒有正式報名，但是選戰已經拉開
帷幕，形形色色的選戰口號滿天飛。其中，最為蠱惑人
心而又富於欺騙性的，莫過於王維基的「倒梁」政綱。
反對派「倒梁」不奇怪，因為屁股決定腦袋，「倒梁」
是本能決定，不「倒梁」才奇怪。事實上，回歸以來每
一任特首都是他們的首要攻擊目標。

攻擊特首騙選票是反對派慣用伎倆
但是，王維基「倒梁」就有些怪。其一，他說，換

特首，不單只私怨咁簡單，是香港人共同嘅目標。參
選立法會絕非因為香港電視不獲發牌。此地無銀三百
両，不是私怨其實還是私怨。其二，他指是次立法會
選舉不想區分「泛民」或建制派，要以「保梁」及
「反梁」區分派別，如其他界別有共同「反梁」理

念，均可互相合作。那麼，王維基到底是建制還是反
對派？其實也不是當過政協委員就永遠都是建制派。
至於他不分建制「泛民」而組成「倒梁」陣線，則很
有迷惑性，欺騙了一些只看表面口號不看事情本質的
選民。不過，相信選戰打到最後，不是王維基拉攏了
「泛民」倒戈，而是他自己剝去「外衣」赤裸裸滑向
反對派陣營。
筆者認為，事情可以引人深思，這場立法會選戰到底
是一場什麼樣的角力，真的是「倒梁」與「保梁」的抉
擇嗎？不是的，其實質是「安定香港」與「動盪香港」
的對決。選民們千萬不要陷入「倒梁」與否的迷思，而
要問自己，是要選擇一個「安定香港」還是選擇一個
「動盪香港」？
在已經過去的七一回歸紀念日夜晚，一些激進的「本

土派」及主張「港獨」的勢力，企圖重複旺角暴亂「暴
力衝擊──選舉動員」的模式，計劃組織發動圍攻中聯
辦的行動。這些激進人士領頭的不少是準備參加這次立
法會選舉的候選人，他們知名度低，也沒有什麼問政經
驗，於是想以「暴力衝擊」揚名。他們以為這是最低成
本、最直接的途徑，引起公眾對自己的關注和支持，以
撈取選票。但是，香港社會則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因
此，警方嚴密部署，依法遏制企圖包圍中聯辦的行動。
其中，部分人士轉而非法衝擊禮賓府，在警方果斷周密
的執法行動下，這些重複旺角暴亂「震撼效果」的企圖
都沒有得逞。
反而，激進組織發生內訌。激進的中文大學學生會會

長周竪峰，不滿社民連等拒絕堵路，上前「講數」結果
被圍罵，雙方發生衝突。周其後敗走遁入港鐵站，更聲
稱社民連成員在衝突中對他「不斷拳打腳踢」。社民連
發表聲明，批評周主動挑釁社民連成員，並作出「不斷
拳打腳踢」等嚴重失實指控。其後，他們還在網上互相
指罵，市民大眾得知只有搖頭嘆息。

絕大多數市民期望香港不要動盪

事實上，香港市民絕大多數是選擇「安定香港」
的，絕大多數人都期望自己安身立命的香港不要動
盪，不要分裂，不要經濟衰退。這次「七一遊行」慘
淡收場也是一個事例。本來，遊行的組織者以為有
「林榮基」及「反梁」兩張牌，催谷10萬市民上街不
是難事，卻遭遇滑鐵盧，只好硬着頭皮吹牛有11萬人
參加。
事實上，這次「七一遊行」的人數大約就兩萬多

人，警方指高峰時有19,300人遊行；由「香港公民
行動」統計點算，遊行人數約有16,000人；「港大
民研」則推算人數2.3萬至2.9萬。事實證明，市民
對於那些「倒梁」等政治操作已經很厭倦。心水清
的市民更清楚，梁振英是有心做事，勤力做事，無
奈反對派極盡破壞之能事，中央已經多番表態肯定
特首的工作，「倒梁」是一個假議題，「ABC」是
政治騙術。
再就是，英國的脫歐公投災難，也使到香港許多中產
思考，如果不齊心去維護自己的家園，後果不堪設想。
「安定香港」一定要戰勝「動盪香港」。愛護香港的人
士，一定要叫響「安定香港」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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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世 榮

「奧巴馬高鐵」成世紀「空頭支票」

美國「西部快線」以荒唐理由單方
面終止與「中國鐵路國際」簽訂的協
議，擅自叫停中國在美國投資的高鐵
項目。「西部快線」這麼做，既顯示
美國人無視合約的霸權行徑，也說明
該公司極端不負責任，同時折射出美
國為什麼修不成高鐵的原因。美國總
是以正義、自由與民主標榜自己，扮
演教導別人遵守合約的角色，事實上
卻是「橫行世界」的霸主。奧巴馬曾
指着自己的太陽穴稱，13條美國高
鐵、比中國的「四橫四縱」還要多，
已經規劃完成；並拍着胸膛誇下海
口，80%美國人很快就可以乘搭高鐵
出行。
2009年 4月 16日，就任不久的奧

巴馬以「我能」、「改變」為開場
白，發表電視直播演說，聲稱上世
紀50年代，艾森豪威爾總統開始州
際高速公路工程，今天他將領軍建
設「美國高鐵」，聲稱這是上世紀
50年代以來的最宏大計劃。到2011
年，也就是「奧巴馬高鐵」支票開
出後兩年，奧巴馬再次吹噓、忽

悠，「在很短時間內，閃亮的子彈
頭列車將以320公里的時速，在美國
城市間疾馳」。時至今日，奥巴馬
在白宮的日子進入倒計時，但「美
國高鐵」一寸都未修成，「奧巴馬
高鐵」也就成為本世紀最大張「空
頭支票」。

曾經被視作為標誌性項目
美國《時代周刊》發表評論稱，奧
巴馬描繪的「美國高鐵」至今已經成
為最大的「國際笑話」；夢想之所以
無法成為現實，「一切都是因為美國
的民主政治」。《紐約時報》更披
露，「美國高鐵」是奧巴馬想作為任
內的標誌性運輸項目，但直到今天，
在他即將跨出白宮之際，仍毫無進
展。芝加哥大學學者分析認為，「美
國高鐵」是幻想，在一個「分裂的政
府」時代，奧巴馬只能是一個「空頭
支票手」。事實證明， 「從伊拉克
撤軍」、「建設無核世界」都是空頭
支票，奧巴馬已經成為名符其實的
「空票王」。

美國人羨慕並需要高鐵，當中國
人在旅遊、出差、開展商務和上學
方便乘搭時速350公里的中國高鐵
時，美國民眾只能「捂緊」在心底
的「奧巴馬支票」、伸長脖子呆看
中國奔馳的高速列車。中國高鐵里
程已經達到2萬公里，並以較快的速
度在神州大地延伸。按照北京的計
劃，再過5年，中國高鐵的總里程數
將達到3萬公里。華盛頓對中國高鐵
缺少讚賞、交流、學習，也不檢討
自己的制度和失誤，而是妒嫉、眼
紅和唱衰，甚至上演「撕毀中國高
鐵合同」鬧劇，到頭來也只好頻頻
開空頭支票了。

撕毀合約喪失基本誠信
信守合約是國際貿易、投資和各

種政治、軍事、經濟合作的基本規
則；一個人、一個公司、乃至一個
國家拋開這個基本規則，隨意解除
合約，甚至不負責任地憑空開出空
頭支票，都將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
腳。華盛頓經常用霸權思維考慮問

題，拋開聯合國基本原則，隨意入
侵伊拉克和阿富汗，既讓相關國家
人民承受巨大災難，也使美國自己
的財政、經濟陷入泥潭。得道多
助、失道寡助，今天美國雖然仍是
世界第一強國，可以到處欺負別
國，明天就可能因為失去起碼的誠
信而不齒於世界之林。
美國單方面終止中國在美國的高

鐵投資項目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
經濟上的貿易保護，再一個是政治
需要。美國近期高調介入南海，受
到中國的抵制，企圖用撕毀「高鐵
合約」、限制華為公司產品等措施
來威脅中國放棄領土主權。美國對
中國是這樣，對德國也是這樣，一
方面對自己出口的汽車毛病百出視
若無睹，另一方面則對德國大眾汽
車的毛病施以187億美元罰款。美國
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普恩茨認
為，美國「高鐵夢」面臨嚴峻的政
治、經濟障礙，政府應吸取教訓，
務實排除障礙，建出高鐵，才能重
拾民眾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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