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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選委會選舉結果出爐，愛國愛港陣營在1,200人的選
委會中穩奪逾870個議席，成為了特首選戰中理性務實的重要
力量，有助選出眾望所歸的特首，貫徹落實好「一國兩制」。
不容忽視的是，破壞派今次處心積慮搶攻了320多個選委議
席，增大了干擾戰局的政治籌碼。
歷史教訓絕不能遺忘，回顧反對派在現屆政府任內，肆意挑

撥矛盾，煽動港人無視中央的權威，令香港陷入了違法「佔
中」、旺角暴亂、「港獨」亂港等政治漩渦之中。結果，在紛
擾的氛圍中，政府施政舉步維艱，經濟民生發展躊躇不前，社會撕裂日益嚴
重，反對派大撈政治油水，港人卻要硬食苦果。
為延續一己一黨的政治私利，反對派將反對特首梁振英連任與選委會選舉掛

鈎，當梁特首宣佈不競逐連任後，他們又「搬龍門」，改變策略，在特首候選
人還未正式表態時，已急於找出「第二個敵人」，宣稱不排除在特首選舉中投
白票、要「換人換制度」。說穿了，反對派旨在降低特首當選人的得票數，打
擊特首的認受性，作為攻擊特區政府的「新武器」。
特首選舉關乎香港前途，中央已提出選擇特首的「四個標準」，包括愛國愛
港、良好管治能力、港人接受，以及具備駕馭複雜形勢的能力。為杜絕反對派
從中作梗，筆者認為，有意參選特首的愛國愛港人士，必須深明大義、顧全大
局，政綱更須符合廣大市民福祉，以及有足夠班底扶助施政。肩負重任的選
委，必須根據中央的「四標準」，團結合作，代表廣大市民選出對香港及國家
發展最有利的新特首，引領香港重建和諧，創出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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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傳遞給香港的三條信息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國內外觀察中國經濟走向的「方向標」，今年的中央經濟

工作會議亮點不少，至少有三條信息值得香港各界關注：防控金融風險，振興實

體經濟，抑制房地產泡沫。香港應該從中找到與內地合作的切入點，在合作中實

現共贏，並堅定發展信心，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每年底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越來越受到國內外的
關注，因為，中國內地的經濟塊頭越來越大，經濟的
拉動力、輻射力、影響力與日俱增，中國內地下一年
的經濟朝什麼方向走？從這個會議上都能捕捉到許多
信息。
日前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規劃了2017年的經濟
發展「路線圖」，亮點不少，顯示出中央明年將在許
多領域有大動作。特別是習近平主席在會上發表講
話，分析當前國內國際經濟形勢，總結2016年經濟工
作，闡明經濟工作指導思想，並部署2017年經濟工
作，對於實施「十三五」規劃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具有重要意義。對香港來說，至少有以下三條信
息值得關注。

在防範金融風險中實現共贏
這次會議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
置，下決心處置一批風險點，着力防控資產泡沫，提高
和改進監管能力，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
這表明，中國的一批金融風險點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的可能性還很大。這些風險點在哪裡？股市、債市、匯
市波動是風險點，非法集資也是風險點。今年以來，內
地股市出現過幾次大波動，疑有國際金融「大鱷」襲
擊。在緊要關頭，中央政府不得不要求國有企業全力
「托市」，不准從股市撤資，局外人僅僅看到表象，
「金融戰」的慘烈程度只有局內人才知曉。債市同樣充
滿激流暗礁，儘管中國這幾年逐步減持美元，簽署「貨
幣互換協議」，避開貿易雙方用美元結算，同時推動人
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已成為第四大國際貨幣。但中國作

為美國的最大債權國，美元的風吹草動，依然威脅着中
國，風險並未解除。匯市波動同樣讓中國頭痛，中國
「走出去」的企業越來越多，海外經濟規模越來越大，
由於匯率波動，讓企業傾家蕩產的例子不勝枚舉。在中
國內地，還有一個獨具特色的金融風險——非法集資，
一些小微企業長期「融資難」，而一些民眾手裡有閒錢
卻找不到合適的投資項目，這為非法集資提供了土壤，
政府治理很多年，但非法集資經常花樣翻新，屢禁不
絕。
內地的金融業過去是一個封閉運作的系統，近年來才

逐步開放，在一個開放的環境中如何管控金融風險？這
還是一個新課題。香港金融業是一個開放的系統，擁有
管控風險的豐富經驗，香港可以據此優勢，為內地提供
金融服務，在服務內地的同時，做強做大自己的金融
業。

在振興實體經濟中抓住機遇
這次會議提出：着力振興實體經濟。要堅持以提高質
量和核心競爭力為中心，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擴大高質
量產品和服務供給。要樹立質量第一的強烈意識，開展
質量提升行動，提高質量標準，加強全面質量管理。引
導企業形成自己獨有的比較優勢，發揚「工匠精神」，
加強品牌建設，培育更多「百年老店」，增強產品競爭
力。
內地改革開發30多年來，作為實體經濟主力的「中

國製造」走過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上世紀80年
代至90年代中期，「中國製造」滿足了13億人的消費
需求，中國內地「商品短缺」轉為「商品飽和」；第二

個階段是90年代中期到現在這20年，「中國製造」不
僅滿足了中國人的需求，還銷往世界各地，中國成為全
球第一製造大國。當下，「中國製造」將進入第三個階
段，就是從「中國製造」轉向「中國智造」。這是非走
不可的一步，原因有三。其一，「中國製造」雖然量
大，但在國外給人的印象是「廉價」、「低端」，甚至
「劣質」，靠「廉價勞動力」支撐的大規模生產模式已
經不可持續，升級勢在必行。其二，「中國製造」如果
再不升級，連中國消費者的需求也無法滿足，近年來，
從馬桶蓋到化妝品，中國遊客境外購物越來越火爆，每
年在境外消費超過萬億元，「消費外流」已成為不可忽
視的現象。其三，近年來，金融市場與房地產市場火
爆，資金「脫實向虛」，實體經濟「供血不足」，從國
家長遠發展考慮，必須給「中國製造」輸血，振興實體
經濟。
振興實體經濟，涉及長遠。對於香港來說，也意味着

機遇。由於「中國製造」的塊頭極大，一旦成功轉型升
級，帶來的貿易量也會大得驚人，國家「十三五」期間
推動「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香港擁有與西
方接軌的法律、仲裁體系，擁有國際貿易的優秀人才，
擁有與歐美國家進行貿易談判的豐富經驗，香港應該聚
焦「國家所需，自身所長」，從「中國製造」的轉型升
級中找到與內地合作的機遇，當好「超級聯繫人」。

在抑制房地產泡沫中穩定樓市
這次會議提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

的」，要綜合運用金融、土地、財稅、投資、立法等手
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
度和長效機制，既抑制房地產泡沫，又防止出現大起大
落。
2016年，內地的房地產出現了非理性上漲，與以往房
價普漲的情況不同，這次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
線城市暴漲，而廣大三、四線城市的房價或停滯、或下
跌。中國經濟的複雜性由此可見一斑。對三、四線城市

的舉措暫且不論，中央對特大城市、熱
點城市的房價調控，不再像以往那樣簡
單地「限購」，而是綜合施策，除了提
高首付比例，重啟限購、限價、限貸等
政策以外，還明確提出，要合理增加土
地、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盤活閒置和低
效的用地，還將在城市佈局上「動手
術」，加快大城市周邊的中小城市建
設，避免人口向大城市的主城區聚集。這無疑是治本之
策！這些「辣招」出手，定會讓大城市、特大城市房價
走出「限價——暴漲——再限價——再暴漲」的怪圈。
值得點讚！
香港也是一個特大城市，近年來房價越推越高，已經
嚴重影響民生，甚至殃及社會穩定。「房子是用來住
的、不是用來炒的」，這句樸實而到位的表述，也同樣
說到了香港市民的心裡。梁振英就任特首後，就提出了
解決房價畸高的方案，包括增加土地供應，推展多個新
發展區，研究大嶼山發展和興建東大嶼都會的可能性等
等。這與此次中央抑制房價的思路不謀而合。解決房價
畸高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用較長時間，香港市
民應支持本屆特區政府大力推動此項工程，下一屆無論
誰擔任特首，也應持續推動。必須看到：房價畸高，民
心難穩。不可輕視之！
香港地域狹小，有人擔心土地過度開發，令子孫後代
無存身之地。這個憂慮大可不必，理由有二：其一，香
港已開發的土地僅佔全港的25%，不是過度開發，而是
開發不足。其二，中央早已考慮到香港地域狹小、發展
受限的難題，推動「粵港澳協同發展戰略」，鼓勵香港
的一些企業遷移到珠三角地區，放大香港的發展空間。
許多外國政要和商界人士都羨慕香港擁有「背靠大樹好
乘涼」的優勢，在這個問題上就得到充分體現。本次經
濟工作會議，全面梳理了十八大以來的經濟政策走向，
規劃了下一步經濟「穩中求進」新路徑，也為香港未來
的經濟發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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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必須是一個安全城市

香港擁有安全國際
城市的形象，是每一
個生活在這塊土地上
市民的心聲，也是每

一位來到這塊土地的外來遊客的期待。
就是因為香港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
一，每年才會有數以千萬計的人來到香
港，為這個國際都市增添色彩。
事與願違的是，就是有那麼一些人，
為了自己的私利，不惜損毀香港的安全
聲譽。日前，首次來香港出席世界衛生
會議的坦桑尼亞衛生部女醫生，在香港
機場出來，搭上了「黑車」，被勒索錢
財。事主報警並告上法庭。法官在法庭
上特別強調，香港是一個安全的城市，
要維護香港價值。
這位非洲女醫生出機場準備去尖沙咀
酒店，搭上了出租「黑車」，被司機苛
索2,880港元車費，另要付青馬大橋「過
橋費」700港元，司機更涉嫌禁錮事主、
搶去金錢。最後女醫生報警，返國後再
次來香港作供。
女醫生很正義，也很有勇氣。她供
稱，她的家鄉容許民眾持槍，她又恐防
被告有武器，怕如不就範，被告會把她
殺死，故她只好就範，事後才報警。事
主以自己的正義，維護着香港安全形
象，並第三度來香港上庭作證。
主審法官張天雁在女醫生作供完畢
後，除感謝她專程到香港出庭作證外，
還代表香港對她的遭遇表示歉意，強調
香港是一個安全的城市，希望她可享受
在港餘下的旅程。法官是負責任的法
官，他不僅維護香港法治的尊嚴，同時
不忘維護香港安全的形象。
對每一個香港人以及來到香港的客人來
說，香港是安全的，這句話是多麼的重要！
人需要安全，沒有安全感的城市或者環境，

會讓人有恐懼，歷經那個黑車司機的敲詐，
初來香港的女醫生就有恐懼感，被禁錮在
車內時，這個陌生的城市對她來說是多麼
的無奈。她怕不就範，會被殺死。而這個
案例，不僅傷害了這位來香港開會的遊客，
還嚴重傷害了香港作為安全城市的美譽。
案件雖然還在審理之中，但相信法官會

依香港的法治精神，作出正確判決，絕不
會讓「一顆老鼠屎」，壞了香港安全的
「粥」。香港最大優勢之一，就是奉行法
治，有賴此一基石，香港才可以成為首屈
一指的國際金融中心。此外，香港獨立的
司法制度，為市民和企業提供安全穩定的
環境，確保公平競爭。法治使香港成為世
界最安全、犯罪率最低的城市之一。
香港必須是一個安全城市，沒有安

全，就沒有接納來自世界各地遊客的基
礎。香港沒有天然資源，早已經失去製
造業，支撐香港發展的是服務業，服務
業佔香港GDP超過90%。香港的服務業
是國際服務，如果沒有安全，就無法吸
引國際旅客，就不可能有國際競爭力，
不可能有服務國際社會的故事。
可喜的是，讓人不安的欺詐、苛索僅是

個案。香港仍然是全球最安全和最穩定的
城市之一。根據總部設於英國的獨立公共
政策組織列格坦研究所的《2015年列格坦
繁榮指數》顯示，142個接受調查的地方
中，香港在安全方面位列榜首。世界經濟
論壇於2015-16年度公佈的《世界競爭力報
告書》中，香港的「警察服務可靠程度」，
於 140 個經濟體中排名第6。
不過，對香港的安全評價因應不同指

標體系還是有差別的。《經濟學人》以
四大因素作為排名標準，分別是數碼安
全、醫療安全、基建安全以及個人安
全。2015年首次選出的全球50大安全城
市指數（Safe Cities Index），3個亞洲
城市東京、新加坡及大阪位列三甲，香
港十大不入，排第11，台北則排13位。
報告分析，香港在數碼保安方面排全球

第4，個人安全居全球第6，醫療安全排15
名，基建安全卻排40位。雖然香港道路系
統完善，但不少人居住環境惡劣，行人交
通意外死亡率偏高，令排名被拖低。
香港需要繼續維持城市安全，這是香

港的核心競爭力。不讓宰客欺客的事再
發生，要從源頭抓起。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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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港區上海市政協常委

中國具有應對美國加息的底氣和資本

12月15日，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宣佈
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25個基點
到0.5%至0.75%的水平。
在美聯儲加息的強力衝擊之下，引發
了一系列的風波事件，近期內地市場，
出現了罕見的「股債匯三殺」現象。
匯率方面，美元持續走強，人民幣進
一步承壓，而截至目前，人民幣兌美元
中間價再度創出新低，且創出了2008年
6月份以來的最低水平；債市方面，國際
投資者拋售中國國債，5年期及10年期
中國國債期貨雙雙跌停市；股市方面，
近期的股市也是有所承壓，上證指數自
近期高點3,301點調整以來，累計最大跌
幅已經接近7%。
美聯儲加息，給新興市場國家帶來的
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由
於當下各主要新興經濟體匯率都緊盯美
元，美聯儲加息，將使美元指數更加強
勢，而新興經濟體國家貨幣將集體走

弱；另一方面，加息後資本會從新興經
濟體回流，這不僅會給新興經濟體國家
經濟帶來流動緊缺壓力，更可能導致其
資產泡沫的大破裂。
但是，中國存在特殊的市場環境，這
也將從某種程度上改變美國加息下的衝
擊壓力。
首先，中國具有應對美聯儲加息的底

氣和資本。中國依然是貿易順差，當下
所擁有的3萬多億的外匯儲備，使得外
匯儲備基礎依舊很牢固，更主要的是，
中國對外匯管控的能力非常強，經濟增
長率依然維持在一個較高水平。
其次，從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來

說，現階段，我國的資本項目尚未完
全開放，使得資本進出相對可控。同
時，隨着改革開放不斷深化，中國企
業的競爭力將會越來越經得起國際風
雨的檢驗，我國國際收支結構會保持
長期穩健，而美國目前經濟增長勢頭

並不強勁，因此，美聯儲將會在加息
進度的拿捏上偏向謹慎。所以，美聯
儲加息對中國的跨境資本流動所帶來
的衝擊不會太強烈。
最後，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國
的經濟和市場的基本面是穩健的，美聯
儲加息在長期來看並不存在着使得人民
幣大幅貶值的空間，只可能使人民幣在
短期內貶值的壓力加大。更何況，人民
幣自今年10月1日開始，已經正式納入
了SDR，觀察人民幣需要參考一攬子貨
幣，從更全面的角度予以審視。
因此，美國加息僅為外因，中國經濟
健康發展主要靠內需來助力。一方面，
要進行大刀闊斧的結構性改革，鼓勵民
間投資與創新來提高增長效率，啟動民
間消費來提升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另
一方面，要嚴控資產泡沫，防止由於美
元升值導致資金回流，給內地金融市場
帶來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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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輿論近日的焦點是俄羅斯總統普京訪問日本。安倍為了減少國人對政府
的不滿，早前誇下海口稱，北方四島歸屬將有好消息，並表示任內將為這個問
題畫上完美的句號。但普京在接受日本傳媒訪問時則明確表示，俄日間不存在
領土爭議問題，說有爭議領土問題只是日本單方面的想法，給安倍潑了一盆冰
水。事實上，普京訪問日本只是想打破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制裁，讓日本放棄
並退出制裁行列。安倍的單相思，與普京的思路明顯南轅北轍，安倍的「豪
言」是「打腫臉充胖子」的醜劇。
為了討好俄羅斯，安倍2012年送了一頭秋田犬給普京，博得普京一笑；安倍
是次故伎重施，提出再送一頭公狗，但被普京婉拒，表示對「狗狗外交」不感
興趣。普京訪日，約好在安倍家鄉的見面故意遲到了3個小時，讓安倍苦苦等
候；見面時，普京不僅沒有對遲到表示歉意，反而腰骨挺得筆直，讓安倍彎腰
躬身說「歡迎」。對安倍提出加強北方四島的經濟合作，普京更含糊其辭，但
安倍就通過媒體稱北方四島歸屬獲得突破性進展，分明是自說自話，矇騙大
眾。在互聯網技術普及的今天，日本人沒有理由相信安倍的謊言。

四島具戰略意義 俄豈會交還
日本北海道東北部的擇捉、國後、齒舞和色丹四個島嶼，總面積為4,994平
方公里。四島不僅擁有得天獨厚的戰略位置，亦是非常難得的優良港灣，擁有
豐富的漁業資源。四島原屬俄羅斯，上世紀初的日俄戰爭後，日本佔領俄國庫
頁島南部大部分地區，北方四島也被日本佔有。二戰結束前，美英蘇於1945年
2月制訂《雅爾塔協定》的規定：「庫頁島南部及鄰近一切島嶼須交還蘇
聯」，同年8月，蘇聯派兵佔領了四島，實施實質控制。1946年蘇聯宣佈將四
島併入蘇聯版圖，蘇聯解體後，則由俄羅斯繼承。
日本政府和日本民眾都認為，俄方利用日本戰敗，強佔四島是「非法佔

領」，而俄羅斯則認為，佔領四島是二戰的結果，改變這一結果意味着否定反
法西斯戰爭的成果。由於四島地處遠東地區邊緣、太平洋西北隅，島間海峽又
是直接進出太平洋的理想水道，是俄羅斯進出太平洋的必經通道。蘇聯解體
後，美國對俄羅斯步步緊逼，使俄羅斯在歐洲已經沒有伸展空間，於是導致回
收烏克蘭克里米亞事件。如果俄羅斯將四島交給日本，等同自廢武功。從俄羅
斯自身的利益考慮，普京絕對不可能滿足安倍的願望。

「馬屁外交」日本尊嚴盡喪
安倍近期絞盡腦汁展開系列「馬屁外交」：上演「跑步式」與普京握手，

在普京訪日前特別安排太太到俄羅斯陣亡軍人墓前獻花，自己赤膊上陣通
過 「臉書」發文稱：「向晚年一心致力於要簽署和平條約的父親匯報，終
於要在老家門口迎接俄總統普京了。」安倍阿諛奉承之態令人肉麻。為了向
日本民眾交賬，拋出「實施振興北方四島、開展兩國共同經濟活動」和讓日
本人「無須簽證就能前往北方四島」的議題。可惜，日本緊跟美國制裁俄羅
斯，讓普京耿耿於懷，安倍的「馬屁外交」不僅沒有收效，反讓日本完全喪
失尊嚴。
安倍提出的「四島經濟合作」議題雖然沒有被普京直接拒絕，但明眼人一看

就知道，對四島歸屬根本無實際意義。安倍卻厚顏無恥地透過媒體大肆聲稱：
「四島歸屬問題獲得巨大突破。」這明顯是自欺欺人。普京故意將會見時間推
遲3個小時，是對安倍「馬屁外交」的幽默回應。日本當局對普京遲到一事，
卻認為「完全不會影響首腦會談」，正好證明安倍的無奈和無能。普京訪問日
本的表現，摑了安倍一大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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