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外學者讚華成功應對貶值壓力
財新峰會舉行 八專家料明年人民幣兌美元不會破7.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儘管外界對人民

幣匯率快速貶值還憂心忡忡，但在昨日於北京舉行的第七

屆財新峰會上，現場來自政府和市場機構的多位知名經濟

學家對此卻顯得偏向樂觀。與現場進行視頻連通的美國前

聯儲局主席伯南克表示，中國不符合美國「匯率操縱國」

的法律定義，還讚賞目前中國當局「對人民幣匯率的管理

非常好」，與國際市場的溝通也有改善。中國銀行業協會

首席經濟學家、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巴曙松亦認

為，8．11匯改以來中國在應對人民幣貶值壓力上是比較

成功的。對於明年人民幣匯率的走勢，在峰會現場的八位

經濟學家都預言，人民幣兌美元不會貶破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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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主要觀點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徐忠：中國經濟的問題不是增長速度問
題，而是過分刺激的風險、不改革的風險、過分干預經濟的風險。
近年在穩增長方面花的功夫過大，不利於相關改革。

■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范劍平：中國經濟存在過度房地產化和
金融化的風險，未來仍需靠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但不是基礎設施
的投資，而要更多地增加企業科技研發的投資。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應轉向積極的結構性的財政
政策，把目標放在結構性改革和公平性競爭方面，目前很多政策妨礙
了公平競爭，應對中央、地方將要出台的政策進行公平競爭審查。

記者 海巖 整理

特首人選有條件 闖「紅燈」有惡果
中央對下任特首需要具備的條件，由過去的三項增加為四項，即在愛國愛港（即中央信

任）、管治能力、港人接受的基礎上，增加了「具備駕馭複雜形勢能力」的條件。這是根據
香港最新形勢發展的需要對特首人選提出的要求，既是要確保中央對香港的有效管治，保障
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健康發展，也是為了香港繁榮穩定的大局着想，是為了香港好。香港
的「一國兩制」實踐和社會經濟發展正處在矛盾的多發期，未來面對的政經形勢將更加尖銳
複雜，唯有有擔當、能夠駕馭複雜形勢掌控全局的人選，才可堪當重任。對違法「佔中」事
件和「港獨」分子梁游宣誓鬧劇的處置就是最好的說明。特首人選必須得到中央的認可和接
受，這不僅是政治現實，也是國家和香港的利益所在。有意參選特首的愛國愛港人士，需高
度重視中央對特首人選的全面要求，顧全大局，量力而行，不要硬闖「紅燈」，以免釀成不
良後果。

香港社會非常熟悉中央對特首人選的三項要求，即愛國
愛港（即中央信任）、管治能力、港人接受。應該說，這
是三個最基本的條件：若沒有堅定的愛國愛港立場，就不
能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就不能處理好特區與中央、香
港與內地的關係，也就不能管治好香港；只有具備良好的
管治能力，才能使香港保持繁榮穩定與和諧，市民安居樂
業；良好的社會認受性也是有效施政的重要條件。中央在
此基礎上增加「具備駕馭複雜形勢的能力」的條件，是根
據香港最新形勢發展的需要對特首人選提出的要求。

香港正處矛盾多發期政治衝突凸顯

香港回歸祖國已近20年，正進入基本法規定的香港
特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的
中期，各種矛盾開始凸顯：
經濟民生方面，社會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衍生的民
生問題突出，貧富懸殊擴大，市民安居不易，尤其是年
輕人向上流動困難；經濟增長放緩，傳統優勢弱化，產
業結構單一，創新科技、文化創意等新興產業發展很不
理想，新的經濟增長點培育緩慢，新的增長動力沒有形
成。
政治方面，香港社會對政制發展問題和「一國兩制」
認識的分歧，引發了社會激烈的爭論和政治對立，大規

模的違法「佔中」以至「港獨」勢力猖獗，將香港的政
治形勢推向極端化。
過去講特首人選的管治能力，主要講的是正常情況下
的行政管理能力。面對新的複雜尖銳的政經形勢，特首
人選必須「具備駕馭複雜形勢的能力」，否則，難以切
實履行特首職責，會有負中央重托。對違法「佔中」事
件和「港獨」分子梁游宣誓鬧劇的處置是最好的說明。

未來挑戰更嚴峻 能承擔才可堪當重任
違法「佔中」行動是一個較長時間的大規模動亂，
既是挑戰特區政府，也是挑戰中央，對香港社會的法
治秩序和穩定繁榮造成嚴重衝擊。中央不僅充分掌握
香港情況，而且也有工作要求。梁振英領導特區政府
及警隊最後妥善處理違法「佔中」，以和平清場結
束，也是完成了中央交付的任務。習近平主席以「疾
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高度評價高度肯定梁振英
的出色表現。
當前的香港，「港獨」猖獗之風日甚一日。梁游二人

在莊嚴的立法會議員宣誓儀式上，公然宣揚「港獨」，
粗口侮辱國家和民族，嚴重衝擊「一國兩制」底線，傷
害國人感情，香港社會震驚，中央震怒。面對立法會主
席准許安排梁游重新宣誓就職成為正式議員的嚴峻形
勢，梁特首毅然決然將梁游宣誓事件訴諸法庭，為阻止
「港獨」分子進入立法會乃至隨後的人大釋法和高院取
消梁游議員資格的判決創造了條件，切實維護了國家統

一和香港社會的政治穩定，顯示了駕馭
複雜形勢的能力，得到了習主席的充分
肯定。
香港未來面對的政經形勢將更加尖銳

複雜，不僅市民安居難、產業趨於單
一、貧富懸殊嚴重等問題進一步加劇社
會對立，有人甚至形容香港將進入「政
治決戰階段」。下一任特首面對的挑戰
之嚴峻、複雜，非同一般，既要有「堅決維護國家統
一，保持社會政治穩定」的堅強意志，也要有解決香港
社會深層次矛盾的承擔和能力，唯有有擔當、能夠駕馭
複雜形勢掌控全局的人選，才可堪當重任。

高度重視中央要求顧全大局量力而行
現在離特首選舉的日子越來越近，有多位愛國愛港人
士曾經以各種不同方式表達參選意願。這是可以理解
的。不過，特首人選必須得到中央的認可和接受，這不
僅是政治現實，也是國家和香港的利益所在。中央在愛
國愛港、管治能力、港人接受的基礎上，強調特首人選
須「具備駕馭複雜形勢的能力」，既是要確保中央對香
港的有效管治，保障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健康發展，
也是為了香港繁榮穩定的大局想，是為了香港好。有
意參選特首的愛國愛港人士，需高度重視中央對特首人
選的全面要求，顧全大局，量力而行，不要硬闖「紅
燈」，以免釀成不良後果。

盧文端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內地「十三五」脫貧攻堅 貧困縣擬全「摘帽」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經李克強總理簽批，
國務院日前印發《「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以下簡
稱《規劃》）。《規劃》明確了「十三五」時期脫貧攻
堅總體思路、基本目標、主要任務和保障措施，提出了
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是未來五年各地區
各部門推進脫貧攻堅工作的行動指南，也是制定相關扶
貧專項規劃的重要依據。

增強貧困地區自我發展能力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的任務是脫貧攻堅，最突出
的短板在於農村貧困人口。《規劃》指出，要堅持精準
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堅持精準幫扶與區域整體開

發有機結合，以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集中
連片特困地區為重點，以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為根本保
障，充分發揮政府、市場和社會協同作用，充分調動貧
困地區幹部群眾的內生動力，大力推進實施一批脫貧攻
堅工程，加快破解貧困地區區域發展瓶頸制約，不斷增
強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自我發展能力，確保與全國同步
進入全面小康社會。
《規劃》提出，脫貧攻堅工作要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
貧、堅持全面落實主體責任、堅持統籌推進改革創新、
堅持綠色協調可持續發展、堅持激發群眾內生動力活力
等重要原則，到2020年，確保現行標準下建檔立卡貧
困人口實現脫貧，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

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12.8萬個建檔立卡貧困村有序摘
帽，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好區域性整體貧困問
題。

促進扶貧由「輸血」向「造血」轉變
為加快推動貧困人口脫貧，《規劃》要求，要精確瞄

準、因地制宜、分類施策，以產業發展、轉移就業、易
地搬遷、教育扶貧、健康扶貧、生態保護扶貧、保障兜
底、社會扶貧等為主要手段和實現途徑，充分發揮政府
主導和市場引導作用，穩步提高貧困人口增收脫貧能
力。要立足貧困地區資源稟賦，實施農林產業扶貧、旅
遊扶貧、電商扶貧、資產收益扶貧、科技扶貧等產業發

展脫貧措施，促進扶貧開發由「輸血」向「造血」轉
變。要大力實施易地扶貧搬遷，因地制宜選擇搬遷安置
方式，多措並舉促進搬遷群眾穩定增收，確保搬得出、
穩得住、能脫貧。同時，要進一步加強轉移就業脫貧、
教育扶貧、健康扶貧、生態保護扶貧等專項扶貧工程。
對無勞動能力的特殊貧困群體，要促進扶貧開發與社會
保障有銜接，實現社會保障兜底。
為加快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問題，《規劃》提出，要

將精準扶貧與區域整體推進緊密結合起來，繼續實施集
中連片特困地區規劃，持續加大對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
扶貧投入力度，大力推進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
區脫貧攻堅，推進實施一批重大交通、水利、能源等工
程建設，力改善貧困村生產生活條件，努力破解貧困
地區發展瓶頸制約，增強貧困地區「造血」能力，有效
提升區域發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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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
主席習近平2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華
出席中美關係研討會的美國前國務卿
基辛格。
習近平讚賞基辛格長期以來為中美

關係發展所作積極貢獻，指出持續健
康穩定發展的中美關係符合兩國人民
根本利益，也有利於亞太地區和世界
和平、穩定與繁榮。建交以來兩國關
係發展的實踐證明，中美之間共同利
益遠大於分歧。當前，美國進入新舊
政府更替階段。我們願意同美方共同
努力，確保中美關係平穩過渡，並在
新的起點上繼續穩定發展，譜寫新的
篇章。

雙方要正確理解彼此戰略意圖
習近平強調，中美雙方要正確理解

彼此戰略意圖，摒棄零和思維，堅持
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
贏，繼續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建
設。雙方要保持高層及各領域密切交
往，維護兩國互利的經貿關係持續穩定
發展，充分發揮政府間機制性對話磋商
的作用，拓展各領域務實合作，加強在
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溝通和協調。
要以建設性方式妥善處理兩國間的一些
不同看法和分歧。
基辛格表示，感謝習近平主席再次

會見我這個中國的老朋友。我很榮幸能
為美中關係發展作出貢獻。美中關係對兩
國和世界都至關重要。我相信，推動美中
關係持續、穩定、更好地發展，也會是美
國新政府的期待。我願繼續為增進美中相
互了解和交往合作積極發揮作用。

盧 文 端

■習近平昨日會見基辛格。 新華社

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曾在競選中稱中
國為「貨幣操縱國」，其上任後政

策的不確定性令整個世界經濟、人民幣
匯率等都受到波及。

中國不符合「貨幣操縱國」定義
伯南克則指出，美國法律對「貨幣操

縱國」有明確的定義，其中一個條件是
擁有大量外匯儲備來保持低匯率，但中
國不符合這一定義，中國並未積累大量
外匯儲備，反而在迅速消耗外匯儲備。
巴曙松認為，8．11匯改以來，中國在
應對人民幣貶值壓力上是比較成功的。
具體來講，首先，匯改以來，中國應對
人民幣貶值政策的重點，是把防止短期
過大幅度波動和中長期順應外匯市場趨
勢結合起來。其次，中國非常謹慎採用
資本管制。巴曙松認為，倉促資本管制
加上貶值預期，容易放大本來較弱的貨
幣貶值預期，加劇短期內貶值壓力。

伯南克：人民幣國際化宜延後
對於下一步人民幣匯率改革，伯南克

建議，中國現在更重要的是實現改革，
而實現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目標
相比於改革，顯得次要一些，人民幣國
際化進程宜延後。
對於伯南克放緩人民幣國際化的建
議，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表
示贊同。余永定認為，過去兩年中國外
匯儲備減少近一萬億美元，並不是簡單
的藏匯於民。現在需要的是築好防火

牆，對資本項目開放必須採取十分慎重
的態度。
巴曙松則建議，當前離岸匯率利率大

幅波動，不利於更廣泛使用人民幣，應
將在岸和離岸人民幣匯率納入整個匯率
框架下。

匯率年波動5%-10%屬正常
對於人民幣匯率走勢，在財新峰會當

天下午進行的一場有關中國宏觀經濟的
論壇上，參加研討的八位經濟學家被問
及明年人民幣兌美元會否貶破7.3時，都
給出了否定的答案。在八人中，中國財
政部科學研究所所長劉尚希、國家信息
中心首席經濟師范劍平、中投原首席策
略官周元、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朱海濱、財新智庫莫尼塔首席經濟學家
鍾正生，都認為明年人民幣匯率最低並
不會觸及7.3，而高盛私人財富管理中國
區副主席兼首席投資策略師哈繼銘、中
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毛振
華，則預測明年會最低貶至7.3。巴曙松
則表示，即便貶值到7.3的水平，也相當
於貶值5%左右，而一個世界主要貨幣年
波動5%-10%是正常的，無必要恐慌。
對於明年中國經濟，上述八位經濟學

家中，除范劍平、巴曙松兩位來自政府
機構的學者預計GDP增速可能持平於
6.5%外，其餘六位經濟學家均預測明年
經濟增速將低於6.5%。6.5%是到2020年
中國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預期最低增速
目標。

朱民料明年全球經濟續低位運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副總裁朱民
昨日在財新峰會上表示，明年全球經
濟將繼續在低位運行。
朱民表示，2008年的金融危機把全

球經濟都移到低增長軌道，通貨膨脹率
和真實利率水平持續下降，未來全球潛
在增長率和投資率都將繼續下降。
朱民認為，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

意味美國未來推行減稅、貿易保護
主義、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將是確定的
政策，但「市場不清楚特朗普如何實

施相關方案，這成為全球經濟金融最
大的不確定因素」。

美明年或持續溫和加息
朱民預測，今年12月美國聯儲局一

定會加息，明年也可能會持續溫和加
息。屆時全球貨幣政策的背離會加
大。
朱民認為，美國聯儲局加息將會使

得全球金融資產配置產生巨大變化，
風險溢價的再調整和再平衡將會引起
全球資本流動的不確定性。

■■第七屆財新峰會現場第七屆財新峰會現場。。
圖為巴曙松演講圖為巴曙松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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