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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筆者的經驗，不論研究任何一個國
家，皆需閱讀其官方文件、統計數據和評論
等，讀者不需盡信，但必需看。然而，目下
不少西方論者，跟隨西方思想及學說的學
者，不大看中國官方文獻及刊物，如此對於
了解中國並無幫助。
例如，中央政府所頒佈的「五年計劃」，
極具指導性及參考價值。因為「五年計劃」
和年度計劃，為國家各大範疇定下發展目標及策略，涉及經
濟、基建、能源、科技、教育及文化事業等等，反映國家未來
五年的發展大方向。

「五年計劃」具指導作用
自上世紀80年代，即由六五計劃（1980年-1984年）開始，

中國基本上按本子辦事。以能源行業為例，筆者研究中國的能
源政策及產業逾30年，閱畢各個五年計劃，發覺其後的年份
之實際發展，與五年計劃所定下的目標相近。事實證明，「五
年計劃」具前瞻性及指導作用，而非侃侃之談。
試想中國是13億人口的大國，「五年計劃」涉及長遠及龐
大規劃，不可能輕易轉軚。地方政府擬定年度計劃時，以此作
為藍本，然後制訂地方政策，加以配合實踐整體目標，所以
「五年計劃」代表了國家未來數年的發展大方向。
此一文件乃公開資料，在網上或圖書館皆可找到。若有讀者
不信上述分析，可翻閱「六五」以後各個五年計劃，驗證一下
其後五年的實際情況，是否基本上按計劃發展。這番工作將十
分有意義。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西方國家一直猜忌中國的崛起，透過傳
媒全面唱淡中國經濟，專門誇大中國社會的陰暗面，明顯別有
用心。西方國家利用控制國際期刊的審稿，來箝制大學講師的
思想。潛移默化下，大部分大學教授皆崇尚西方思想，通常不
會或不敢發表與西方主流思想背馳的言論。此等情況在香港、
日本、新加坡或內地皆有出現。
又有人認為，中國政府欠缺透明度，官方統計數字誇大失

實，並不可信。平心而論，世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數字都不會完
全公開，例如美國中情局及其他間諜或隱閉軍事行動的開支，
皆為政府敏感資料，一般不會和盤托出。無疑內地部分地方官
員為求誇大政績，有時會虛報統計數字，領導人如溫家寶及李
克強皆曾公開批評。但若然中央政府沒有掌握相對準確的數
字，過去30多年，怎能作有效的規劃？又如何創造出過去30
多年的經濟奇跡？

人民幣貶值屬正常調整
綜上所述，過去歷史證明，若要準確及全面地研究中國，必需

翻閱官方文件及評論，並保持獨立頭腦作客觀分析，不應戴有色
眼鏡，或受外人的演繹及思維所影響，否則很容易錯判形勢。
茲舉兩例說明。近日部分西方論者認為，人民幣將長期貶

值，觸發資金大量外逃。但人民幣自匯改後已飆升了3成，如
今只回落1成多，只屬幣值的正常調整，不似是長期貶值的開
始。很多財金的領導人皆指出，人民幣不會長期貶值，但很多
人就是不信，只信西方的說法。
又如，人民日報早前刊登了「權威人士」的採訪，指中國未
來數年經濟年均增長約為6.5%，形成「L型經濟」。不少西方
論者隨即高唱，中國經濟失速，快將硬着陸。但中國保持年均
增長率達6.5%，在國際間是非常高速，任何一個地方經過多
年超高速增長，其後都會放緩，可見中國經濟前景絕不悲觀。
硬着陸之說，不知從何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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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搞「政變」向港人宣戰 倒打一耙欲蓋彌彰
特區政府依法對四名宣誓不莊重的立法會議員提出司法覆核，反對派誣衊特首

梁振英是「搞政變，向香港人宣戰」。而實際上，反對派才是圖謀搞「政變」，

向港人宣戰。第一，在10月12日的立法會就職宣誓中，近半數反對派議員不莊

重、不真誠宣誓，甚至宣揚「明獨」和「暗獨」；第二，10月26日，反對派議員

以「人鏈」形式「護送」梁、游強闖議事堂，癱瘓立法會，為「港獨」保駕護

航；第三，反對派聲稱抗議政府對四人提出司法覆核，真正目的是再掀「倒梁」

惡浪，為選委搶位造勢，以影響和控制明年3月特首選舉，實現反對派「亂港奪

權」的禍心，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政變」企圖。反對派卻倒打一耙，欲蓋彌

彰，行徑可恥。

高院受理政府就劉小麗、姚松炎、羅冠聰及梁國雄宣
誓提出的司法覆核，並排期至下周四開庭處理。26個反
對派議員計劃本周六舉行集會，聲稱抗議政府針對四人
提出司法覆核，誣衊特首梁振英意圖推翻9月立法會選
舉的結果，是「搞政變，向香港人宣戰」云云。
實際上，在10月12日的立法會就職宣誓中，近半數

反對派議員，包括「本土自決」或「港獨」分子，均在
宣誓時舉黃傘、撕道具、擊鼓、拉布，宣誓變宣
「獨」，恍若「港獨政變」，向港人和全國人民宣戰。

半數反對派議員不真誠宣誓
其中，游蕙禎、梁頌恆宣誓時展示「港獨」橫額，公
然以「支那」及粗言辱國辱族，向港人及全球華人宣
戰；劉小麗宣誓時高呼「自決自強」，以「龜速」讀出
誓詞，更稱是為了彰顯誓詞的虛妄；姚松炎宣誓時加料
「爭取真普選」，向全國人大挑戰；梁國雄手撐「結束
一黨專政」黃傘進行宣誓，高呼「撤銷人大『8·31』決
議、人民自主自決」，又撕破全國人大「8·31」政改決

議的文本；羅冠聰宣誓前叫囂「我絕不會效忠於殘殺人
民政權」，讀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字時以問
號語調讀出，等同與國家為敵，最後又叫囂「民主自
決，抗爭到底」。
此外，還有朱凱廸宣誓時大叫「民主自決，暴政必

亡」，鄭松泰宣誓時叫囂「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張
超雄宣誓時撕毀「8．31決定」，陳志全宣誓時高呼
「我要真普選」等口號，邵家臻宣誓時大叫「雨傘運
動，敗而不潰，對抗極權」，黃碧雲宣誓時叫囂撤回
「8．31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表明，
除了公然煽動「港獨」和「建國」，「散佈香港民族自
決之類的主張，本質上也是『港獨』」。

反對派倒打一耙欲蓋彌彰
10月26日，反對派議員為讓辱國播「獨」的搞事分

子堂而皇之進入立法會，強行「護送」梁游二人進入立
法會會議廳，並大鬧會議。反對派刻意癱瘓議會，縱容
游梁辱國辱族和宣揚「港獨」，這也稱得上是一次「港
獨政變」。
反對派周六集會，正值選委會選舉前夕，一方面是要
聲援遭入稟覆核的議員，另一方面是再掀「倒梁」惡
浪，為選委會的反對派候選人造勢。反對派會議召集人

涂謹申指，政府是衝着9月立法會選舉
結果而來，希望推翻當時選舉結果，云
云。被司法覆核的「香港眾志」羅冠聰
則指，政府舉動不關乎國族大義、民族
情懷、國家統一等問題，而是一個政治
企圖。
涂謹申的陰謀論本末倒置，因為從來
無人控制或強迫劉姚梁羅褻瀆宣誓。四
人故意宣讀與法定誓詞不一致的誓詞，以不真誠、不莊
重的方式宣誓，本已屬於拒絕宣誓，所作宣誓無效，四
人就要面對司法覆核，應當承擔責任，即喪失就任相應
公職的資格，這完全是咎由自取。羅冠聰則是賊喊捉
賊、欲蓋彌彰。羅冠聰的宣誓是否合憲合法，是否與國
家為敵和宣揚「暗獨」，他應該心知肚明，他企圖混淆
是非、轉移視線，完全是徒勞的。
在本屆政府餘下的半年多時間裡，反對派再掀「倒

梁」惡浪，用心險惡，目的是嚴重影響甚至企圖癱瘓本
屆政府在剩餘任期內施政，這樣「港獨」才能有繼續生
存發展的空間，才能影響和控制選舉委員會選舉和明年
3月行政長官選舉，奪取香港的管治權，實現「港獨」
的春秋大夢。這是不折不扣的搞「政變」企圖。反對派
搞「政變」卻倒打一耙，欲蓋彌彰，行徑可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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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整體城市規劃 確保香港持續發展

本周立法會有議員動議一項議案，促請政府
更新《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和相關的城市規
劃指引，以回應市民對優化社區生活環境的訴
求。我提出修正案，強調政府應優化長遠綜合
城市規劃，落實全面及平衡的產業政策，增加
工商業用地和基建配套，檢討及優化公眾諮詢
制度，並改善及簡化規劃程序和執行機制。這
項修正案最後獲得直選和功能團體兩部分議員
分別以過半數贊成而通過。
我之所以動議修正案，主要希望從更長遠、
更全面的整體角度探討這個課題。
首先，我們必須了解《準則》的主旨、作用
及其局限。《準則》列明政府釐定各類土地用
途和設施選址的準則，並提供指引，釐定各類
發展的規模、密度和所需的配套設施，不但影
響到土地及財政資源的分配，而且關乎對未來
發展的規劃，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
《準則》旨在提供一些基本指引，往往以量化
的形式，為一些設施訂明上下限的要求，技術
性較強，未能充分反映本港社會對不同政策範
疇之間的資源分配，各項規劃的輕重緩急，以
及各類土地用途和基建配套的權衡取捨。例
如，《準則》未能發揮前瞻性的功能，為配合
產業政策而增加對工商業用地的規劃，其局限
性是相當明顯的，而這種局限性無疑是源自本
港多年來缺乏妥善的長遠規劃。
香港過去由於欠缺妥善基建規劃，工程業界
深受其害，「一時做死、一時餓死」。本人於
2013年10月動議議案，促請特區政府制訂長
遠基建規劃，議案在無修訂下通過，顯示大多
數議員認同該議題的重要性。我認為，香港現
時處於全球化競爭激烈的環境，內部又出現人

口增長放緩及漸趨老化，新一代亦極需向上流
動的機遇，無論對外或對內均面臨重大挑戰。

規劃必須兼顧人口經濟民生發展
因此，特區政府必須盡快制訂長遠的綜合城
市規劃。這絕不應限於增加若干項基建項目，而
是應眼於本港未來二三十年的發展需要，制訂關
乎人口政策、城市發展、土地規劃、房屋供應、
產業政策、綠色基建、交通物流、人才培育、優
質生活等內容的整體規劃，審時度勢，有序地推
動落實大、中、小型工務工程，令新一代有更好
的發展機遇，以確保可持續發展。
長遠的綜合城市規劃亦必須配合人口變化的

趨勢，兼顧經濟民生發展的整體性。即使政府
求地若渴要盡快增加房屋供應，也要確保在
短、中、長期的經濟發展之間，以及在不同的
土地用途之間尋求平衡，更要顧及不同的政策
目標的落實，既要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又要
落實全面及平衡的產業政策，增加工商業用地
和基建配套，也要有周詳的交通網絡和社區發
展規劃，設法增加各類經濟活動，為新發展區
的居民提供就業機會，以應付短、中、長期的
不同發展需要。
上一輪關於全港發展策略的檢討是在2007

年完成，規劃署在 2015 年已着手《香港
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的更
新研究工作，並且取得初步成果，於今年10
月底開展為期六個月的公眾參與。《香港
2030+》旨在為香港跨越 2030 年的整體空間
規劃、土地和基建發展探討策略和可行方案，
並且把香港定位為「亞洲國際都會」，以可持
續發展為總目標。政府提出三大元素，即「規

劃宜居的高密度城市」、
「迎接新的經濟挑戰與機
遇」，及「創造容量以達至
可持續發展」。計劃包括規
劃足夠土地和空間，以推動
經濟領域多元化及優質就
業，支持創新科技與合作，
加强交通基建配套設施，以
及為老齡化社會採用「長者友善」式規劃等
等。在長遠規劃中納入這些元素，回應了社會
各界的期望，是值得肯定的。這些元素相應也
適用於對《準則》和相關的城市規劃指引進行
更新，以收相輔相成之效。

廣納不同意見 助規劃有效落實
相關《準則》和城市規劃指引只用作一般參
考，不具法定約束力。對於有建議要賦予該等準
則和指引法定地位，使之成為當局處理規劃申請
時必須遵守的要求，我和業界人士都有保留，因
為這會削弱政府進行規劃的彈性。例如，要視乎
個別發展項目在整體規劃中的優先次序，不同政
策範疇及相應的資源分配等因素，進行權衡取
捨，以及避免不必要地增加業界的合規成本。同
時，《準則》不宜事無巨細都作硬性的規定，應
考慮不同社區的需要，避免一刀切。
此外，特區政府必須因應香港不斷變化的社
會政治環境，檢討並優化現有的公眾諮詢機
制，改善及簡化城市規劃的程序和執行機制，
在規劃階段盡量吸納不同持份者的意見，以免
在項目開展之後，才因拆遷、環評、成本效益
等等問題，備受種種爭議的困擾，影響各項發
展規劃的有效落實。

盧偉國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主席

盧 偉 國

在九龍社團聯會的調查中，檢討強積金成為青年最關注的勞工議題。青年
作為投身社會的新鮮人，對自己的未來作出規劃是理所當然，而強積金計劃
作為政府最重要的退休保障制度，有必要作出定期性的檢討及加強在推行上
的監管。
自政府於2000年推出強積金計劃以來，社會上的聲音好壞參半。而強積金

所涉及的投資風險與對沖機制更一直成為社會所討論的議題。因此，我們期
望在來年的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中，政府能就強積金的問題作出清晰的表
態，以確保計劃具備足夠的管控措施，及能甄別有待改善的地方，從而向市
民提供一個更全面及完善的退休保障。
政府一直以來都致力推行各項有利基層和弱勢社群福祉的重要政策，改善

他們的生活。而勞工福利亦是青年所關注的民生議題。青年作為未來香港發
展中重要的勞動力及人力資源，政府在推出及制定勞工福利等相關政策的議
題上，有必要多加聆聽及諮詢青年人的意見，以確保其福利能惠及不同人
士。在現時勞工福利的問題上，制定標準工時是青年較重視的議題。因此，
我們建議政府與標準工時委員會互相配合，繼續探討其可行性以及推行的利
弊，以回應市民的廣泛訴求。
此外，在退休保障的問題上，我們認為除了現行的強積金制度外，或可加
設由政府、僱主、僱員三方共同承擔的退休保障方案。此方案不但能令勞工
得到多一份保障外，政府及僱主方的壓力亦相對減低。

期待施政報告完善勞福政策
顏汶羽 九龍社團聯會副秘書長、觀塘區議員

楊莉珊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北京市政協常委

英美「世代紛爭」對香港的啟示

當我們相信世上的天鵝都是白色的時候，往
往就會有一隻黑色的，無聲無息地出現在眼簾底
下，動搖着大家固有的概念。英國又在保守黨的
博弈下「脫歐」，美國狂人特朗普登上總統大
位，黑天鵝就猶如經歷着新一場進化論，蛻變成
一匹又一匹的「黑馬」。青山依舊，夕陽在看，
歷史的更迭往往在於人心思變。不過，在論述英
美的種種變化，就必先弄清誰是牛鬼，誰是蛇
神，讓所謂的「世代之爭」得到更好的闡述。
事實上，現時英美兩國所存在的問題，在於
年輕人與上一輩，對社會環境變遷的看法有不
能逾越的鴻溝。先說英國的「脫歐」，不難發
現超過7成的青年傾向「留歐」，而6成的老
年人卻堅持與歐盟分手。年輕人擔心「脫歐」
會失去歐洲的市場及就業機會，並於全球化潮
流中遭到邊緣化，更指責老一輩只顧享用國家
所賦予的福利，卻不考慮下一代將承擔沉重的
代價。甚至在公投前夕，倫敦街頭出現一批青
年呼籲老年放棄投票，顯然英國的「代際問
題」已成為不爭的事實。
另一邊廂，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大選，其造
成的社會分化亦不遑多讓。東西兩岸的年輕州
份屬意民主黨執政，中部各州卻執意選擇特朗
普。無他，亦是另一場的「世代之爭」。已到
中老年的白人選民，擔心全球化使他們失去工
作或機會，希望來一場「河水不犯井水」的改
革，反對美國繼續再進行全球化的發展。加州
的大學生卻對特朗普的種族歧視言論及沙文主
義主張感到憤怒，由街頭抗爭轉變鼓吹獨立運
動，誓要維護美國賴以強大的核心價值——種
族共融精神，示威浪潮席捲全美25個城市。
全球化的理念是美國人首先提出。時值一戰
過後，美國威爾遜總統在自由主義的啟發下，
提出成立一個超越國家的「國際聯盟」；美國
經濟學家拿殊提出博弈論均衡點的概念，進一
步開拓全球化過程中的協商機制；及至近代，
日裔美籍學者福山亦汲取美國自由主義的神
髓，寫過《歷史的終結》一書，預示世界政體

的結局，推動國際間不同領域的合作。不過，
當歷史走到今天，英美戰後嬰兒潮的群體，竟
然想走「反全球化」的道路，而一批在當代節
育概念盛行下出生的年輕人，則希望擁抱與國
際潮流的大勢所趨。只可惜，戰後嬰兒潮一代
依仗人數的優勢，年輕人的意見被按壓下去，
形成所謂的「世代之爭」。
回看我們香港，當然亦有「代際之間」的矛
盾，但性質恰恰相反。時下部分年輕人提出
「時代革命」，是一種排外的怨懟，拒絕與外
來者融合或與世界接洽。英美的年輕人時時為
新移民爭取更平等的待遇，香港某些年輕人卻
畫地為牢、故步自封。
不過，歷史告訴我們，香港和內地的關係只
會繼續融合，沒有後退的必要和可能。假若香
港少數年輕人的「時代革命」逆襲成功，相信
香港損失的，不僅是兩地融合的機遇，更是全
球化思想中的平等自由，而這正正是時下香港

「右翼青年」所渴求的，但他們實際行動又反
其道而行。
有時我想，本港青年也許欠缺與其他地區群

眾接觸的機會，令他們產生反潮流的行徑。香
港堪稱「國際大都會」，也因此而帶來的各種
便利，許多港人不需要穿州過省、離開家門，
就可輕易接觸到世界，但也因這種「文化優
勢」，反而使我們身處劣勢而又難以察覺，導
致某些香港人對外來者的認識，不如外來者認
識我們，不禁令人唏噓。
我相信特朗普在選舉時的狂妄之詞，會在社
會運作的實際限制下回歸理性，而事實發展的
確如此。至於英國人，也在尋求方法減低「脫
歐」所帶來的影響，試圖保持「脫歐」前的一
切狀態。故此，香港作為全球一員，難道真有
需要「自成一國」，擺脫融合的趨勢嗎？
我想，鼓吹「本土」的青年，也許有一種
「向生而死」的美麗誤會吧。

陳恒鑌 立法會議員

楊 莉 珊

■■香港和內地的關係只會繼續融合香港和內地的關係只會繼續融合，，沒有後退沒有後退
的必要和可能的必要和可能，，年輕人更應該多認識祖國年輕人更應該多認識祖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