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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烈歡迎奧運精英訪港 激勵港人砥礪前行
吳良好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
里約奧運會剛剛閉幕，中央第一時間安排金牌選手及精英運動員蒞港巡遊匯演， 的香港無疑具有啟迪效應，訪港所帶來的意義更為重
讓廣大市民一起親睹金牌選手的風采，分享中華兒女的歡樂和榮耀，反映中央對於
香港的重視和關注，也體現兩地同胞的骨肉親情。奧運精英運動員在里約奧運會上

大。港人應藉着與金牌健兒及精英運動員的各種交流活
動，增進了解，為社會散播更多正能量。

帶來克服困難的必勝「信心」

取得佳績，不但體現追求「更快、更高、更強」的體育精神，而且在多個比賽項目

中國女排與其他國家隊比較，可能未必每一位運動員

上，中國運動員儘管面對重重阻力、面對實力強勁的對手，依然憑着拚勁與毅力， 都是所向披靡，但是作為一個團隊來說，它卻是一個黃
變不可能為可能，這種遇上逆境不氣餒、碰到困難不服輸的精神，與香港的獅子山 金團隊，屢次在逆境之中頂住壓力，不僅贏得了榮譽，
精神是一脈相承的。這次金牌運動員訪港之行，必將傳遞港人強大的正能量，激勵
港人砥礪前行，應對前面種種困難和挑戰。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全體同仁，懷着崇敬
和喜悅的心情，熱烈歡迎代表團訪港。謹祝訪港之行取得圓滿成功！
里約奧運雖已落下帷幕，但中國體育健兒在奧運賽場
上的出色表現，不僅生動詮釋了奧林匹克精神和體育精
神，為祖國爭光，為民族爭氣，為奧運增輝，而且激發
了全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和全世界中華兒女的民族自豪
感，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自信心，是中
國精神的一個重要體現。

體現中央對香港的重視和支持
今天，奧運健兒的體育精神，將隨着全體金牌選手以
及精英運動員訪問香港，一併帶給廣大的香港市民。此
行充分體現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支持與重視，體現了奧
運選手與香江同胞血濃於水的手足親情。我們廣大居港

閩籍鄉親能與全港市民和年輕人一起親睹金牌選手的風
采，分享中華兒女的這份歡樂和榮耀，倍感光榮。
自 2004 年雅典奧運起，國家金牌運動員都在賽事結
束後應邀訪港，與港人歡慶互動，分享榮耀。今屆也不
例外，這次來港訪問的除了勇奪 26 枚金牌的運動健兒
外，更安排多位精英運動員隨團，他們不顧連日比賽的
疲累，馬不停蹄與港人見面，是對香港同胞支持的回
報，更是對香港的鼓勵與支持。
國家金牌運動員每一次訪港，都會掀起一股強大的熱
潮旋風，對於香港社會的精神面貌，帶來正面的作用。
此次國家隊在奧運賽場的表現，不論是賽前賽後、台上
台下、場內場外，所表現愛國精神和奧運精神，對當前

也讓人們看到競技體育的魅力和體育精神的可貴，最終
成功奪冠。這給香港啟示良多。近年來香港發展停滯不
前，正是因為社會被爭拗和矛盾不斷分化，無止境的內
耗不斷消耗着社會能量，「團結」一詞更是無從說起。
面對未來的各種困難和挑戰，香港更應學習中國女排的
團結精神，凝聚共識，團結一致，發揮團隊合作精神，
才能推動香港各領域的發展，打出「好波」。
必須看到的是，近年來，在激進本土派及「港獨派」
的鼓動下，香港社會出現一股「盲反」內地的不良氣
氛。在這種背景下，國家游泳隊的傅園慧在奧運期間以
其率真性格、不做作以及接地氣的親和力，再加上一句
「洪荒之力」，贏得了本港各個年齡階層的喜愛；也扭
轉了港人長期對於內地運動員僵化刻板的偏見。從代表
團匯演門票搶購一空到網上溢滿熱烈歡迎之詞，市民對
傅園慧和國家隊奧運代表團的態度，足以證明香港民眾
對國家隊的支持。一些人企圖挑撥兩地民眾的關係，絕
對不可能得逞。

李鋈麟 全港各區工商聯會長、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副院長、北京市政協委員
網絡金句。而傅園慧用「洪荒之力」朝目
標奮進的比賽狀態，令不少港人為之感
動。現時本港不少青少年對於個人發展前
景感到困惑，相信今次邀請傅園慧來港訪
問，可以向為各位青年朋友傳遞樂觀向
上，積極進取的正能量。
第二、是次內地奧運健兒訪港，特區政
府在場地安排方面彰顯人性化。香港夏季
炎熱多雨，為了讓全港市民能夠如期同奧
運健兒「零距離」接觸，確保奧運健兒訪
港行程順利安全進行，特區政府將多項活
動安排在室內場館舉行，不僅讓市民免去
日曬雨淋之苦，亦將讓運動員表演動作時
能夠正常發揮，為市民呈現一場精彩的表
演。
第三、香港市民對國家隊運動健兒的喜

愛，絲毫沒有因為近期的政治爭拗所影
響。近期社會上出現了借奧運比賽挑撥內
地與香港矛盾的言論及活動，對於這種將
奧運會、體育活動「政治化」的現象，筆
者堅決反對。希望特區政府在國家隊訪港
期間加強安保，以防範滋事者趁機「大做
文章」，搗亂社會秩序。筆者亦期望全港
市民、特別是青少年，學習奧運健兒「自
強不息，頑強拚搏」的可貴精神，共同將
「獅子山下」的「香港精神」傳承下去，
為守護香港的繁榮安定作出新貢獻！
最後，筆者預祝是次國家運動員訪港圓
滿成功！希望本港市民，特別是青少年可
以從奧運健兒身上汲取更多正能量，共同
建設更加美好的香港！

國家金牌選手訪港振奮人心
陳 平 新界社團聯會副會長
里約奧運圓滿結束，但香港的奧運熱度
不跌反升，皆因包括中國女排隊員在內的
全部國家金牌運動員親臨香江，與廣大市
民零距離交流。當中 3 名雖未獲得金牌或
獎牌，卻紅遍全城的運動員破格同行，包
括女子仰泳 100 米季軍傅園慧、羽毛球男
單第 4 名林丹，以及男子 100 米接力第 4 名
蘇炳添，也令不少粉絲翹首以待。
今次是自 04 年雅典奧運起，國家奧運金
牌代表團第 4 度訪港，而歷屆的交流均在
港掀起全城狂熱，激勵人心。過去半個

月，每當國家隊選手取得佳績，尤其是目
睹中國女排愈戰愈強，力壓強敵奪金時，
港人都同聲歡呼，無比振奮。如今健兒們
載譽歸來，港人能夠見證他們的風采，細
聽他們的心聲，當然格外雀躍興奮。
事實上，無論國家運動員能否登上頒獎
台，他們那份永不言敗的鬥志、為國爭光
的奮鬥、咬緊牙關的努力，同樣贏盡市民
的敬重和喝彩。正如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
鵬早前在代表團總結發佈會上，也表揚了
「洪荒少女」傅園慧，讚揚她在賽後發自

內心的激動和欣喜，正是對享受體育運
動、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奧林匹克精神
最好的詮釋，是體育運動中最能感染和打
動人心的一種力量。
國家精英運動員此行來港綻放正能量，香
港市民熱烈歡迎、報以掌聲之外，也應好好
學習他們攻堅克難、自強不息的精神。的
確，香港當前遇到不少問題和挑戰，但只要
大家堅守「一國兩制」的方針，嚴格按基本
法辦事，團結一致，踏實苦幹，沉着應戰，
香港定能迎來更好的明天。

「雷動計劃」
「鍾氏民調」
合力干預選舉
徐 庶
戴耀廷最近忙得不可開交，全力搞「雷
動計劃」，為反對派配票，要把「應該當
選的人」送入立法會。
「雷動計劃」還和鍾庭耀的民調緊密聯
動，每日發表立法會候選人的支持率，企
圖向選民說明什麼人有機會當選，什麼人
選情告急，並動用「雷霆救兵」進行配
票。
港大民調為了影響選舉結果，日前公佈
民調的結果時指，「泛民直選僅得 10 席破
新低」，「建制可奪逾半議席」，開始宣
揚「民主告急」，鼓動反對派選民一定要
出來投票，推高投票率。而滾動調查最初
階段，調查結果並非如此。當時港大民調

說，傳統「泛民」支持率最高，如今來個
180度「急轉彎」。事實上，梁家傑和李卓
人一早就說，有「高開低收」心理準備。
這說明，「鍾氏民調」根本是按劇本演
練的戲。每日調查的樣本僅得一兩百個，
非常不準確。負責調查的機構更可以從中
操縱，結果完全掌握在鍾庭耀手上。採取
這種手法，是抄襲台灣民進黨慣用的「悲
情牌」，催谷自己的選民出來投票。
戴耀廷在《蘋果日報》宣傳配票的文章
中說，9 月 3 日，港大民意調查會公佈候選
人勝選機會的排名。若名單的支持度已超
過了「選情穩定區」，這候選人的勝算已
是高唱入雲，策略選民可以都轉到「選情

告急區」內的名單。到了選舉日前一天，
「雷動聲吶」會整合港大民調的最後數據
及其他選舉資料，向參與「雷動計劃」的
策略選民，發放各自選區的參考數值，就
能清楚看到哪些名單是在「選情告急區」
及「選情穩定區」內外。簡單說：「選情
穩定，繼續支持；選情告急，大力支持；
超過穩定，坐定粒六；告急以外，不如放
棄。」「雷動計劃」，其實就是助「港
獨」分子進入立法會的計劃。港人一定要
高度警戒，不要讓戴耀廷、鍾庭耀和反對
派的陰謀得逞。

李 勇 中興匯金高級研究員
物，因此，當下的國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均
偏向於手握資金不動。
其次，中國實體經濟低迷，國家為了實
現經濟的穩增長，採取了寬鬆的貨幣政
策，擴大了貨幣的投放規模，從而進一步
加劇了可配置的優質資產供不應求的局
面。今年上半年，我國新增信貸規模達到
了 7.53 萬億元，創下歷史的新高。不僅如
此，最新的 M2 規模已經突破了 147 萬億
元，已罕見地達到我國GDP的兩倍有餘。
最後，在社會誠信體系不健全的情況
下，銀行及非銀金融機構對資產配置的需
求日益擴大的事實與銀行可配置資產的選

周永勤三緘其口 事件撲朔迷離
周永勤的退選，新界西另一位候選人何君堯成為眾矢之的。一時間種
種何君堯逼退周永勤的傳聞甚囂塵上，何君堯的助選義工「狙擊」周永
勤的錄音在坊間突然廣為流傳。周永勤才宣佈退選，「狙擊」周永勤的
錄音就馬上流出，兩者在時間的巧合，不能不令人感到懷疑；再者，
「狙擊」在選舉中是廣泛使用的術語，是一種選舉技巧，並非真的採取
暴力違法手段傷害對手；最重要的是，何君堯並無同意採取「狙擊」手
法，「狙擊」只是助選義工討論而已，並無付諸行動。單憑一些空穴來
風、子虛烏有的所謂恐嚇就宣佈退選，令對手水洗不清，未免對何君堯
太不公平。何君堯在 facebook 回應事件就指，「事件令到我的選情受到
影響……似乎他（周永勤）是一個弱者、受害者，但實際上嚟講，我係
一個受害者。」
香港01網站的文章也分析，周永勤所言孰真孰假有待求證，但客觀效
果是殺何君堯一個措手不及，令他惹上麻煩，以打擊其形象和選情，其
他新西候選人在論壇上也就事件群起追問何君堯，若事件持續發酵，對
何君堯的選情便相當不利。

干擾選舉 法理難容

此次事件更惡劣的影響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長期把何君堯形容為獲
「西環」（中聯辦）「祝福」的對象，周永勤退選，難免造成假象，是
「西環」為力捧何君堯而逼退周永勤，「西環」干擾香港選舉呼之欲
出。這是毫無真憑實據的誣衊，陷中聯辦於不義，企圖挑撥港人和中央的矛盾。有激進
反對派的立法會候選人立即借題發揮指，梁天琦和周永勤不能順利完成選舉，是對「一
國兩制」的踐踏，中聯辦不停干預香港選舉，幕後有黑手想操控選舉結果。香港已經高
度政治化，近期「港獨」思潮愈演愈烈，在此情形下，周永勤突然退選，背後動機不能
不令人擔憂和警惕。
香港是法治社會，選舉中以威嚇候選人家人安危迫使候選人棄選，有損香港公平廉
潔的形象，法理難容。《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指明，任何藉賄賂、武力、脅
迫手段或欺騙手段影響他人的候選人資格的行為，均屬舞弊行為。條例規定，任何人不
得施用或威脅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以誘使任何人參選或不參選，或退出競選。舞弊行為
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罰款$500,000及監禁7年。
周永勤宣佈退選後，選管會已發表聲明強調，香港一直有良好的選舉文化，選管會
絕不容忍選舉中出現任何欺詐、威嚇或暴力的情況。任何人士若於選舉中遇到上述情
況，應立即向執法機關舉報。選管會如接獲有關投訴會嚴正處理，轉介執法機關跟進。
包括民建聯在內的多個政黨明確表示，要依法辦事，指周永勤指控非常嚴重，呼籲周立
即報警，更指廉署「絕對需要調查」。相信只要依法辦事，還原事件真相，才能保障立
法會選舉排除干擾，順利有序地完成。

歡迎國手香江展風采

淺析
「資產配置荒」
形成的深層次原因
「資產配置荒」一詞在金融界成為流行
說法，所謂「資產配置荒」是指金融理財
市場上高利潤產品的缺乏。導致中國當下
的「資產配置荒」，主要原因在於：
首先，中國經濟增速的持續下滑，使得
企業效益不斷下降，導致優勢資產出現了
賣方市場。有數據統計，2015 年我國全年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 6.36 萬億元，
較之 2014 年下降了 2.3%。對於實體企業而
言，受經濟下行、產能過剩、成本上升等
因素的影響，不少行業的利潤率正在快速
下降，然而，其投資風險在快速地上升。
正因為可供投資的優質資產成為稀有之

事實上，奧運健兒每一塊獎牌、每一
項佳績的背後，都是長年默默艱苦地付
出，以洪荒之力去爭取來的。奧運健兒
們追求「更快、更高、更強」的精神，
與閩籍鄉親「愛拚敢贏」的精神也是息
吳良好
息相通的。在奧運的羽毛球賽事中，上
演了中國羽毛球名將林丹與馬來西亞「宿敵」李宗偉在
準決賽中扣人心弦的世紀決戰。兩名在「羽壇」決鬥多
年的老對手，在奧運場上奮力對決，賽後兩位名將相擁
惺惺相惜的一幕，不知感動了多少球迷的心。這種「愛
拚敢贏」的精神也是香港過去取得輝煌成就的主要原
因。
香港一直都是國家改革開放發展的窗口和橋樑，優勢
明顯。但近年社會內部分化、政治對抗嚴峻，不斷消耗
原有的優勢，各種競爭力持續下降；再加上極端勢力以
破壞法治、破壞香港整體利益為手段，鼓吹「港獨」，
嚴重危害香港的繁榮穩定和社會安寧。在如此嚴峻情況
下，港人更需要團結一心，為香港未來打拚。國家隊的
金牌及精英健兒們在明知阻力重重、取勝萬分艱難的情
況下，仍然竭盡全力，變不可能為可能，這種遇上逆境
不氣餒、碰到困難不服輸的精神，與香港的獅子山精神
是一脈相承的。這次訪港之行也將激勵港人砥礪前行，
再創高峰！

立法會新界西候選人、自由黨周永勤棄選風波，各種猜疑指責不脛而
走。香港強調並堅守選舉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若有人刻意製造悲
情，打擊對手，甚至有意無意將干擾選舉罪名強加於中聯辦，加劇政爭
矛盾，這種不擇手段影響選舉的卑劣行為，實在為社會所不齒，更應受
到法律制裁。作為法治之區，香港不容忍任何施加壓力、干擾選舉的行
為，政府及社會各界應全力維護依法選舉，保障香港法治、民主、文明
的國際形象。
周永勤日前在出席新界西選舉一個電視論壇時，突然宣佈因不想身邊
支持他的人惹上「更高層次的麻煩、賠上代價」，即時停止競選活動。
周被記者追問退選原因時，更一度灑淚。周永勤曾先後指稱有人以利益
引誘他退選，及威脅他棄選。意圖影響選舉在香港茲事體大，屬於嚴重
罪行，「唔係講笑」。香港有嚴謹的法治保障，充分的輿論監督，任何
人在選舉中受到壓力，可以尋求法律支援，包括報警、向廉署求助，絕
對無人可隻手遮天，操控選舉。但值得注意的是，周永勤雖然表示因不
堪壓力而退選，但就沒有親自報警或向廉署求助，只是由其所屬政黨派
代表到廉署報案，對傳媒的追問更三緘其口，事件更顯得撲朔迷離。

楊正剛

今天，從里約奧運凱旋的國家隊運動員
到訪香港，展開為期三天的交流活動。筆
者對各位奧運健兒的到訪表示熱烈的歡
迎！今年國家隊將一如既往，向香港市民
表演乒乓球、跳水等熱門比賽項目示範，
亦將參加綜藝活動，並與本港青少年及運
動員交流。與此同時，筆者留意到，是次
國家隊訪港在場地安排、運動員邀請等方
面有所調整，有三大亮點值得關注。
第一、中國奧委會安排傅園慧等非金牌
運動員訪港，彰顯「不以成敗論英雄」的
體育精神。眾所周知今年內地奧運游泳選
手傅園慧爆紅網絡，而傅園慧成名的原因
不是因為獲得一枚銅牌，而是在賽場上全
力以赴的拚搏精神。傅園慧接受採訪時的
那句「我已經使出洪荒之力」，已經成為

不應製造悲情抹黑對手 依法選舉排除干擾

國家隊訪港 傳遞正能量

傳遞碰到困難不服輸的精神

擇餘地小之間出現矛盾。今年以來，內地
銀行為了規避國有部門的低效率以及生產
製造企業不良資產率上升等問題，不得不
將信貸資產大量投向居民長期房貸業務。7
月份銀行的新增信貸有 99%都流向了居民
中長期房貸業務。銀行等金融機構的這一
「無奈舉措」，無疑會推高房地產泡沫，
客觀上進一步加劇「資產配置荒」。
在負利率的大背景下，「民間資金多，
投資渠道少」成為當下市場環境的真實的
寫照，如若「民間資金多，投資渠道少」
這一現狀得不到改變，將最終還是無法從
本質上緩解資產荒的現象。

傅 平
應港區奧委會和體育協會的邀請，國家金牌選手將於本月底來港訪問三天。這是國家
金牌選手在參加本屆巴西里約奧運後的香江之行，對於本港體育界和市民大眾來說，這
是一件大事、喜事，實在值得慶賀。屆時市民大眾可以近距離親睹國手的風采！
筆者記憶中，近幾屆奧運國家金牌選手都在賽事結束之後，就第一時間訪港交
流，與市民大眾分享奧林匹克精神與奪標的喜悅，使市民大眾既可大飽眼福，又可
從國手身上感受到勇於拚搏、頑強奮鬥的精神，並體會到身為中國人的自豪與驕
傲！因為體育的強弱，本身就彰顯了國力的興衰！
就本屆奧運來說，國手們在游泳、跳水、舉重、乒乓球、羽毛球等項目都具有很
大優勢，連創佳績，勇於奪金；與此同時，中國女排也表現出「團結奮鬥、頑強拚
搏、勇攀高峰」的「女排精神」，力克衛冕的東道主巴西晉級四強。該場比賽，令
人動容、使人感動，所有這些，都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憶。由此可
見，國手們即將訪港，定將給市民大眾更大的鼓舞與激勵！
正像康文署署長李美嫦指出，希望市民以充滿正能量及歡欣的心情歡迎金牌選手
訪港，讓「體育歸體育」，不應摻雜其他因素，因為奧林匹克精神在於體育交流、
互相尊重。
俗語說，「交流好，大有益」。願我們共同為更快、更高、更強的奧運目標而努
力，並期盼國手的蒞港之行取得圓滿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