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界應支持特區政府迎難而上增房屋供應
新一屆立法會未開鑼，已呈現高度政治化的跡象。近日有人借土地開發問題向

政府窮追猛打，干擾政府施政。本屆特區政府迎難而上，矢志增加房屋供應，政

績有目共睹。如今香港經濟發展正面臨嚴峻挑戰，若出現更多更大的政爭困擾，

對覓地建屋、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於事無補，只會激化矛盾，全港市民都受害。

希望包括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在內的社會各界，吸取政爭氾濫、阻礙發展的教訓，

體諒政府的難處，鼎力支持，共同克服難關，市民才能分享到更多發展的紅利，

香港才能突破困局，看到希望。

房屋問題是本屆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增加房屋供應的
關鍵在於發展建屋用地。眾所周知，本屆政府覓地歷盡艱
辛。海不能填，山不能開，郊野公園不能碰，實在是巧
婦難為無米之炊。但難能可貴的是，即使面對巨大阻
力，承受各種無理指摘，本屆政府仍竭盡所能開發土
地，增加房屋供應。過去4年，政府在房屋問題上花了很
大努力，「迎難而上、前仆後繼」地爭取改劃土地，甚
至被人批評為「盲搶地」，目的都是為了解決住屋問
題。如今，本港無論私樓、公屋的新屋供應量均明顯增加，
樓價和租金開始回落，政府房屋工作的成績不容抹殺。

政府房屋工作成績有目共睹

試想一下，如果政府對房屋問題坐視不理，抱住「少
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心態，不去碰硬骨頭，會給自己
惹來諸多麻煩嗎？梁振英在近日的記者會回應傳媒提問
時，語帶哽咽稱不論公營房屋或私營房屋，政府做出來
的成績是「粒粒皆辛苦」。這的確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市民關心房屋問題，特別是基層市民渴望改善居住

環境，不要住劏房，希望政府更快推出更多公屋，心
情可以理解，這更需要社會各界與政府共同努力，上
下一心，攜手合作，為政府覓地建屋提供更強大民意
支持，創造有利社會環境。如果反其道而行，利用覓
地建屋問題抹黑政府，製造更多矛盾干擾施政，不僅
對特首梁振英和特區政府不公道，更令政府不能集中

精力解決房屋問題，最終受害的是苦苦等候上樓的基
層市民。
除了房屋問題需要社會各界互諒互讓、合作解決外，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更少不了市民的支持。發展經濟
離不開穩定的社會環境。過去4年的立法會，拉布成
風，許多事關香港發展和經濟民生的法案和議案受到拖
累，導致發展舉步維艱，市民利益受損。

放下政爭分歧 共對經濟挑戰
信貸評級機構穆迪近日發表報告，憂慮新一屆立法會
非建制派很可能會延續過去兩年以不斷拉布反對政府的
路線，將為香港主權評級帶來負面影響。報告認為，由
於拉布是基於政治分歧而非與經濟、財政或金融相關，
整個立法過程將維持緩慢進度並且不可預測。穆迪的報
告是向香港發出警報。目前全球經濟復甦緩慢，美國加
息、英國脫歐等不明朗因素的影響揮之不去，都是未來
市場的潛在風險，隨時可能引起巨大震盪。香港若不能
抓緊時間發展經濟，繼續糾纏政爭，不能好好把握國家
發展的機遇，只會不斷沉淪，坐困愁城。
新一屆立法會新老議員即將就職，市民期望議會展現
新風貌、新風氣，不希望有人再癱瘓議會，窒礙發展。
俗語說：「家和萬事興，家衰口不停。」這句中國人的

老生常談絕對是至理名言。爭鬥令人情
緒紛亂，社會撕裂，釋放出不好的負能
量，試問在這樣的環境下，又怎能生耕
致富，安居樂業？香港安身立命是經濟
發展，而非政治鬥爭，香港能夠成為東
方之珠，取得來之不易的成就，靠的是
自強不息、同舟共濟的獅子山精神。今
天，港人更要重拾獅子山精神，放下政
爭分歧，振作奮發，為自己、為未來，用艱辛努力，續
寫不朽香江名句。

堅守「一國兩制」維護繁榮穩定
香港回歸祖國將近20年，不論風雲如何變幻，堅持

「一國兩制」是香港繁榮穩定、安居樂業的根本保障。
日前新任美國駐港總領事唐偉康表示，香港是中國一部
分，「一國兩制」是香港成功基石。反「佔中」、反
「港獨」的事實證明，特首梁振英堅定不移捍衛「一國
兩制」，「硬淨」堅守基本法底線，確保「一國兩制」
方針在香港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的方向
前進。廣大市民應從大方向、大原則看問題，支持特首
及特區政府開展工作，更好地落實「一國兩制」，為民
謀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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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是一部憲制性法律，經過了長時間反
覆推敲來制定，它的結構、用字是非常嚴謹和
準確的。例如基本法第一條便清楚說明了「香
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這一條是沒有時限性的，是永久持續的
法律條文，根本不存在什麼「50年後再商討」
或「基本法只生效50年」之類的問題。已故國
家領導人鄧小平先生說過，「主權問題是不能
談判的」，基本法第一條是確定語句，同樣是沒有商討餘地
的。
事實上，在整本基本法之中，唯一提及「50年不變」的部

分，只有第5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
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即
是說，50年後有改變空間的，只會是現行的制度，而絕非香港
可以獨立於國家和基本法。但即使第5條提到「資本主義制度
和生活方式」有改變的空間，大家也是不必過慮的。

保障港人權利自由
首先，制度改變在任何地方都是不罕見的，畢竟社會不斷在

發展，制度是無法一成不變的。香港過去在政制改革所作出的
努力，不也就是嘗試改變制度嗎？
何況，實事求是地看，基本法其他條文已對港人的財產和自

由作出了充分的保障。例如基本法第2條指出「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
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第3條規定
了「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由香港永久性居民依照本法有關規定
組成」；第4條「依法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和其他人的權
利和自由」；第6條「依法保護私有財產權」。
可見，在基本法之下，香港居民的正當權利和自由是受到依

法保障的，這些條文更沒有所謂50年的年期所限，港人不用擔
心。至於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在50年後會否改變的問題，
鄧小平先生過去亦說過，回歸後50年不會變，之後更不用變！
筆者認為，鄧小平先生過去的判斷，目前仍然是適用的。

保持清醒莫被誤導
基本法是一部完善的好法律，是內地與香港各界人士共同努

力的智慧結晶，對港人有充分保障，港人應該要有信心！過
去，中央領導人亦多次強調「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是不會改
變的，對於破壞派不斷在危言聳聽，我們必須保持清醒，不要
被誤導！
香港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關鍵在於擁有「一國兩制」的制

度優勢。「一國兩制」不僅成功保障了香港原有的發展成就，
並且強而有力地推動了各項事業的健康快速發展。回歸19年來
的事實證明，「一國兩制」方針與基本法是香港本土價值與本
土利益的最堅定捍衛者，是香港市民生活方式的最大守護者，
是香港繁榮穩定的最有力維護者。事實證明，堅持「一國兩
制」方針和基本法，就是對香港本土文化和價值觀的最大捍
衛。反之，否定「一國兩制」、踐踏基本法，就是對香港本土
利益和價值的最大破壞。

羅冠聰、黃之鋒、周永康前年9月帶頭衝擊政府總部公民廣場，造成極其惡劣的
影響，三人上月分別被裁定煽動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等罪成。但有關法官僅判以社
會服務令或緩刑。對此，律政司不服提出上訴，指出案情嚴重、後果惡劣，要求
將三人判處即時監禁是唯一選擇。然而，有關法官仍一意孤行，維持原判，再次
引起輿論一片譁然！
律政司提出上訴的理據是：一、案發時，非法集結牽涉的人數眾多，有近百
人，刑責重，說明三人是有預謀地犯案，應該判以即時監禁的阻嚇性刑罰，而不
是僅判以社會服務令或緩刑。二、三名被告在判社會服務令或緩刑後，毫無悔
意，黃之鋒揚言未來將繼續參與街頭抗爭，周永康則堅持衝擊公民廣場是「有勇
氣和良知的行動」，根本就沒有改邪歸正的反思。可見，輕判對他們絲毫沒有阻
嚇作用，即時入獄才是唯一恰當的判刑。相反，法官的輕判，怎能服眾？況且，
輕判的結果使犯人周永康可以嬉皮笑臉地即時去倫敦某大學讀書，這豈不是咄咄
怪事？
同時，從律政司的上訴，使人們可看出某法官有關「相信他們是真心表達政治
訴求，非只為自己利益」、「年輕人行動往往較為純真，只是初犯」云云的邏
輯，是多麼荒謬可笑！人們不禁要問，這三人明明是有組織、有預謀地衝擊法
治、煽動暴力，難道他們是為全港市民大眾的整體利益嗎？再說，雖是初犯，但
案情嚴重，影響極壞，難道就可以輕輕放過嗎？法官如此美化這三人，並為其評
功擺好，避開罪責，這難道不是天大的笑話嗎？難道不是變相縱容、姑息養奸
嗎？如此這般，簡直是對香港法治之區的莫大諷刺！
再說，這三人目無法紀，衝擊政府總部，霸佔廣場，而直接引發的後果是導致
長達79天的「佔領中環」的政治亂局，使香港陷入癱瘓的危機。這種因果關係十
分明顯，理應給這三人罪加一等，某法官大人為何對此視而不見，置若罔聞？
俗語說，治亂世，用重典。看來，某法官堅持對羅、黃、周三人輕判，與市民
大眾要求對他們必須繩之以法、嚴懲不貸的呼聲，相去甚遠矣！

蔡德河 原全國政協委員

五星紅旗高高飄揚 港人與祖國心心相印
再過數日，香港將和全國人民一道歡慶新
中國成立67周年。在此舉世矚目盛大節日到
來之際，中聯辦張曉明主任日前出席香港青
年聯會國慶活動，發表了題為《自豪與幸
運》的主旨演講，就「青年與國家」話題分
享他的見聞和感想。張曉明通過「天宮騰
空」、「杭州峰會」和「奥運新姿」三件近
期國家大事，强調國家翻天覆地的巨變，作
為中國青年應感到幸運和自豪。
可是，正當萬民翹首仰望天安門廣場冉冉升
起五星紅旗迎接國慶之際，身為浸大青年教
師、公民黨的陳家洛卻在《明報》發表一篇題
為《香港自己保衛戰2017》文章，重彈「試想
像某一天一覺醒來，那象徵着中國共產黨政權
的五星紅旗升不起來」，煽動香港「自
主」、「自决」的「港獨」，期望香港人在
政治思考和行動中有此種「自由」云云。

中國成全球火車頭
一方面是億萬中國人歡欣鼓舞迎國慶；另
一方面是煢煢孑立利用一張日薄西山的報
紙，異想天開盼中國「倒下」，作「港獨」
分子播「獨」的應聲蟲，實在可耻又可憐！
說異想天開，是他無視歷史和事實。自從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向
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
了！」第一面五星紅旗冉冉升起，中華民族
便開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不用67年，我

們就走完歐美各國要240年才走完的復興之
路；改革開放以來，當歐、美、日等老牌
「列强」在金融、經濟危機的泥淖中掙扎
時，中國才35年時間，就躍升為全球第二大
經濟體，經濟增長速度為全球最快、最穩健
火車頭。
如今，連美國最「可靠」的盟友英、法、
德、意、澳也如百川滙海般要求加入中國主
導的「亞投行」，逾70個陸上和海上絲綢之
路沿線國家踴躍參與「一帶一路」，美國半
個多世紀「圍堵」中國已經失敗。陳家洛看
不到國家的發展和强大，不希望人民生活改
善，步入小康，卻幻想「五星紅旗升不起
來」，這不是癡人說夢嗎？

亡我中華之心可恥
張曉明主任的演講指，「天宮騰空」折
射的是國家科技實力與競爭力的躍升。今
天，在科技興國戰略引領下，中國的科技
事業進入突飛猛進快車道。除了載人航天
技術，我們的超級電腦、北斗導航、量子
通信、海洋深潛、高速鐵路、雲計算等都
在國際上位列前茅，日益成為科技大國，
並朝着科技強國進發；「奥運新姿」是中
國體育健兒經頑强拚搏，在里約奧運會
上，以26枚金牌、18枚銀牌、26枚銅牌的
優異成積，續寫中國體育的輝煌；「杭州
峰會」是第一次由習近平主席主持的G20

峰會，也是近年由我國主辦的級別最高、
規模最大、影響最深、成果最豐富的世界
峰會，中國對全球經濟發展的引領地位和
話語權得到確認。三件大事迎國慶，全球
共祝賀，人民同喜悅，身為中國人的陳家
洛眼不見、心內忌、言反叛，盼五星紅旗
「升不起來」，暴露何其陰暗的心態？
「港獨」分子「盼五星紅旗升不起來」，
其癡妄與日本極右分子合拍合想。日本大阪
市原市長橋下徹和東京都原知事石原慎太郎
領導的「日本維新會」在《大和日民族為什
麼要對外擴張？》文章，就為日本資源匱
乏，叫囂要發動侵略戰爭，說「一些劣等民
族佔據大片肥沃土地」，故「對外戰爭征服
世界是天皇賦予日本民眾的使命」，「中國
滅亡，日本帝國的復興也為期不遠了」。夢
想有一天醒來，「五星紅旗升不起來」，比
倭寇亡中華之心更可惡。
張曉明主任強調，正如習主席所指，我們

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實現中華民族的
偉大復興。當我們再作橫向比較，看到世界
仍有不少國家和地區的人們貧病交加、戰火
頻仍，我們就有一種強烈的感受，「那就
是，在當今世界上，身為中國人值得自豪，
身為中國青年應當感到幸運。」讓五星紅旗
在中國內地和香港飄揚，更在全球高高飄
揚；讓《歌唱祖國》的歌聲和香港人心心相
印。

黃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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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判羅、黃、周怎能服眾？
傅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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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加息拗不過美國經濟大勢
美聯儲加息與否，更像是一場讓市場焦慮
又讓市場疲勞的遊戲。在去年年底加息一次
的美聯儲，引發了全球性的市場動盪。年
內，美聯儲加息步伐變得相當謹慎，雖然年
初預期年內加息3－4次或4－5次，但實際
上美聯儲對市場因素變得異常敏感。中國股
市匯市變化影響美聯儲加息預期，英國脫歐
也讓美聯儲不敢輕舉妄動。
本次聯儲議息會議，加息預期依然成空，
突顯美聯儲鴿派戰勝了鷹派。雖然有分析家
將美聯儲的謹小慎微視為「權謀」，但其實
是美國宏觀經濟表現不盡如人意，經濟指標
顯示美國經濟復甦動力並不強勁，因而不能
輕易加息。

數據參差態度搖擺不定
加息不能，不加息也會帶來市場焦慮。9
月議息會議前的美股波動處於較低水平，但
是近期出現了較大的市場波動。由此可見，
相對於全球各國治理層的淡定，全球資產市
場還是敏感脆弱。之前彭博社就認為，如果
美聯儲做出加息決定，要比搖擺不定帶來的
市場衝擊更強，因而投資者要「繫好安全帶
了」。
畢竟，美聯儲加息的理由並不充分。一是
8月份美國非農就業數據低於預期，且上半
年經濟增長只有1％（第一季度0.8%，第二
季度1.1%)，IMF調低了美國經濟增長預
期。因而，無論是就業還是增長，都不支持
美聯儲名正言順的加息。二是雖然通脹回
升—7月份核心通脹升幅為2.2%，8月份同
比上升2.3%，但是通脹預期還是處於低迷狀
態，而且需求不旺，難以支撐美聯儲加息。
此外，8月份美國零售業表現也不如預
期，該月核心零售銷售月率下降0.1%。從8
月份的非製造業PMI看，美國經濟下半年呈
現出來的是溫和而非強勁復甦。更甚者，美
聯儲加息還和全球市場的表現密切相關。現

實是，全球市場依然充滿不
確定性，主要經濟體和新興
市場還處於改革調整期，甚
至離美國動力不足的溫和復
甦還有相當距離。顯然，市
場內外因素都不足以支撐美
聯儲加息。
不過，美聯儲按兵不動不

僅引發了全球市場的波動，
也在美聯儲內部存在爭議。
鴿派的謹小慎微與鷹派的急
躁不安形成了鮮明對比。雖
然鴿派佔了上風，但是美聯
儲也給人以過於保守的印
象。特別是，由於美國經濟
復甦動力不足，美聯儲加息
預期一再成空，讓全球市場
對美國經濟也失去了信心。
此前美聯儲主席耶倫一改謹慎態度，9月
議息會議給出加息1次的預期讓市場充滿想
像。加之不乏有鷹派人士和機構主張加息，
市場忍不住波動也是可以理解的。
美聯儲加息不是純粹的金融決策，而是攸

關美國全球影響力和全球市場信心的命題。
美聯儲加息預期，不是基於專業評價和技術
因素，而是為了恢復全球市場對美國的信
心—就此而言，美聯儲加息的確具有「政
治權謀」意味。

全球對美經濟失信心
其實，觀察家們認識到了一個客觀事實。
美國經濟復甦缺乏後勁，被全球市場視為
「一枝獨秀」的美國經濟，事實上讓全球市
場失望。一方面，其貨幣政策（量化寬鬆）
並未成為全球市場救經濟的良藥；另一方
面，美聯儲貨幣政策正常化的節奏被自己打
亂，也讓全球市場對美國經濟失去信心。
全球市場前景不明，美聯儲加息與否都會

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不過，美聯儲加息，
對全球市場帶來的影響，肯定不如去年年底
加息時具有衝擊力。一是中國股市匯市相對
穩定，供給側改革也有條不紊地進行，世界
也適應了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的節奏。故
而，美聯儲加息對中國市場的衝擊風險可
控，更不會形成疊加中國市場的風險溢出效
應。其他新興市場，對於美聯儲加息也有了
相應的適應性。
更可能的事，美聯儲加息對機構、投資家

會產生影響。因為他們是資本市場最敏感的
利益攸關者，對於資本市場的短期調整具有
條件反射式的反應。對他們而言，美聯儲加
息帶來的是風險與機遇並存。市場，也不要
被機構誤導。
作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美聯儲加息預
期成為後危機時代彰顯美國影響力的市場要
素。這看上去有些諷刺，因為全球市場越來
越明白，靠單純的貨幣政策是難以實現經濟
復甦的。符合各國實際的結構性改革，才是
擺脫市場頹勢實現經濟復甦的良藥。

張敬偉

■聯儲局在加息問題上舉棋不定，導致市場波動大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