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牽頭的「亞投行」之所以得到絕
大多數西方和發展中國家支持、擁護和
響應，是因為大家看到「亞投行」的未
來和希望。相反，英國「脫歐」，則是
因為大多數英國人認為歐盟是負擔。意
大利近期舉行的全民憲法改革公投遭到
否決，意味主張退出歐盟的「五星運
動黨」將掌權，這可能使意大利步英國
後塵發起「脫歐」公投。英國、意大利
的公投結果使法國、德國右翼蠢蠢欲
動，暗示歐盟將引發一場令人震驚的
骨牌效應，其程度、影響、結果或者讓
歐盟面臨「生死存亡」的巨大考驗和挑
戰。
英國公投「脫歐」的背後牽涉到美歐

間的生死博弈。一直以來，美國和歐盟
間的經貿博弈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搏鬥，
英國公投「脫歐」後，奧巴馬公開說，
美國已經將與英國的經貿關係排在歐盟
的後面。為了盡快開展英國脫歐後對歐
盟貿易的重新洗牌，美國毫不客氣地通
過評級機構將英國信用評級下調至負
面。對歐盟來說，最重要的是要維持好
與美國、中國和俄羅斯的經貿關係，否
則內憂外患將使歐盟接受更多磨難。

法國對歐盟信心開始動搖
踏入2017年，歐洲一體化的「倡導
者、設計者和組織者」、組建歐盟和歐
元出爐的中堅法國，已經受到英國、意
大利的影響可能成為歐盟、歐元區的強
有力瓦解者。現在儘管距離法國大選還
有一段時間，但政局走向已基本明朗：
執政的社會黨奧朗德由於執政不佳、經
濟毫無起色，導致社會矛盾日益尖銳，
民間支持率持續低迷，不僅連累了中左
翼聯盟，導致左翼政黨在選舉前就已基

本出局，將執政舞台拱手讓給極右翼政
黨「國民陣線」。
倡導反歐元、反歐盟的「國民陣線」

倍受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的鼓舞，其領
導人公開提出了「一旦當選就發起公投
退出歐盟」的誓言。另一方面，一直支
持歐洲一體化的法國中右翼政黨也轉向
極右主張。在法國前外長朱佩出局後，
各政黨就完成了集體「向右轉」。總而
言之，由於歐債危機、恐怖襲擊、難民
困擾和制裁俄羅斯產生的負面效應，法
國對歐盟已經發生信心動搖。這個殘酷
的現實，使一直扮演「拯救歐盟」重要
角色的德國，亦因為需要面對難民、恐
襲和美國忽明忽暗的圍堵而心力交瘁、
一籌莫展、孤掌難鳴。

白宮加強對歐洲的控制
歐盟的成立、歐元的誕生、「歐洲
國」的設想等，說到底都是因為歐洲國
家不滿美國、美元壟斷世界的舉措。從
歐盟、歐元誕生那一天起，華盛頓就視
「歐盟、歐元」為死敵，並千方百計欲

將「歐元」扼殺在搖籃之中。華盛頓要
置歐盟、歐元於死地，需要在德國、法
國、英國、意大利幾個關鍵國家中尋找
最佳搭檔，才能取得成功，於是選擇了
倫敦。英國「脫歐」，顯示歐盟的吸引
力不強，甚至已經陷入了事實分裂。在
美國的影響下，現在更多國家染上「公
投病」，讓已經危機四伏的歐盟有可能
不斷走向沉淪。
據披露，美國已經研究將「北約軍事

集團」改為「北約經濟聯盟」的可能
性，如果成事，將徹底瓦解歐盟、歐
元。屆時，華盛頓以「北約經濟聯盟」
為名，就可以隨心所欲地改寫歐洲的外
交、貿易規則，讓歐洲成為美國的附屬
體，一勞永逸地消除歐元對抗美元的麻
煩。歐盟一旦解體，德國、法國、意大
利等歐盟國家經濟將面臨大洗劫。最
近，美國對德國大眾汽車施以近200億美
元罰款就是一例序幕。在未來的日子，
美國還將進一步藉機綁架歐盟，在歐洲
部署更多導彈，完成對歐洲的實際控
制。

回歸20年成就不易「三底線」守護「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是最佳制度安排
回顧回歸20年來的香港發展，多方
面足證香港成就非凡：香港在國際金
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多年來依然穩
固，在傳統產業以外，創科、醫療等新
興產業又取得一些突破；香港經濟保持
平穩發展，市民生活水平自然得到有力
支持，彈丸之地的香港，特區政府財政
儲備充裕足可抵禦特大金融衝擊，失業
率長期維持在低水平又堪稱全民就業；
經過多年努力不懈，香港的營商環境和

競爭力早被世界銀行、美國傳統基金
會、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等多個國際性機
構評為良好或是最自由經濟體；在國家
的支持下，香港又積極參與國際事務，
擴展對外交往獲得廣闊空間，以適當身
份參與了數十個政府間國際組織的活
動。
這些事實充分說明，香港繼續保持原

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
「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貢獻巨大。這不
僅是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香港問題的最
佳方案，也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

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得到了國際社會
的廣泛肯定，而且未來仍然行得通、辦
得到、得人心。這一切來之不易的成
就，值得港人自豪珍惜。

困難和問題更顯成就來之不易
必須看到的是，20年的「一國兩

制」實踐過程中，也出現了不少困難、
矛盾和問題。回歸初年，香港經歷了金
融風暴、沙士疫潮、金融海嘯；最近幾
年，香港經濟面臨內外部環境的挑戰亦
與日俱增，深層次矛盾凸顯，引起社會

憂慮；違法「佔中」、旺角暴亂以至
「港獨」勢力肆虐，更是直接衝擊「一
國兩制」的原則底線。
隨內外環境變化，「一國兩制」事

業不斷推展，香港進入矛盾多發期，無
可避免出現一些新情況、新挑戰。出現
這些新情況、新問題成因複雜，某程度
上有其客觀必然性，亦與香港經濟社會
矛盾和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有關，有其
階段性特徵。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香
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堅定對「一國兩
制」的信心和決心，胼手胝足，攜手奮
鬥，經受了種種考驗。實踐證明「一國
兩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只要我們勿
忘初心、保持耐心、堅定信心，定能戰
勝在前進道路上的艱難險阻。

堅守「底線」保「一國兩制」
不走樣不變形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近日接受中央電視

台訪問，在對香港回歸20年所走過的
歷程進行總結時，有針對性地提出了
「三條底線」：一是不容許任何人從事

任何形式的危害國家
主權安全的活動；二
是不容許挑戰中央權
力和基本法權威；三
是不容許利用香港對
內地進行滲透顛覆活
動，破壞內地的社會
政治穩定。
習近平主席提出「四不」：中央貫徹

「一國兩制」不會變、不動搖；香港特
區實踐「一國兩制」須做到不走樣、不
變形。所謂「不走樣、不變形」，就是
對香港的要求。無論是從事危害國家主
權安全的活動，還是挑戰中央權力和基
本法權威，或者是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
滲透顛覆活動，都是直接衝擊「一國兩
制」的原則底線。總結回歸20年的「一
國兩制」實踐經驗，社會各界需要強化
底線思維，要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與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有機
統一起來。堅守「三條底線」，才能保
證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不走樣、不
變形，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香港回歸祖國20年來的「一國兩制」實踐過程，雖然出現了不少困

難、矛盾和問題，但依然成就非凡。實踐證明，「一國兩制」具有強

大的生命力。只要我們勿忘初心、保持耐心、堅定信心，定能戰勝前

進道路上的艱難險阻。總結回歸20載所走過的歷程，可以看到，無論

是從事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的活動，還是挑戰中央權力和基本法權威，或者是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

顛覆活動，都是直接衝擊「一國兩制」的原則底線。張曉明以「三個不容許」劃下了「三條底線」，

是有的放矢，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社會各界需要強化底線思維，堅守「三條底線」，確保香港的

「一國兩制」實踐不走樣、不變形，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西九故宮的「ABC」

有時真的感到正常的邏輯
已不能用在香港的政治生態
了，政治立場凌駕理性已是
「新常態」。西九文化區興
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爭
議又是一例。
一般而言，凡是文化藝術

項目，畢竟是讓人賞心悅目的，甚少會有人
反對的，就算有爭議，通常是成本問題。這
次香港故宮的項目，通俗一點說，就是中央
「出雞」，借出國寶級文物；馬會「出豉
油」，捐出35億建築費，而政府無需花一分
公帑來興建，極其量只是「出碟」，這正好
解決現在西九文化區超支和缺錢的問題。
故宮國寶落戶香港，實質上就是中央送禮，

香港收禮。上述的好處沒有甚麼爭議，反對派
也很難全盤否定，所以他們將焦點放在「沒有
諮詢」、「不符程序公義」。常言道：「卻之
不恭。」這是很顯淺的道理吧，難道收禮與否
也要諮詢？因此作為特區政府，在情在理也應
代表香港人去接受中央這份心意，餘下來的公
開諮詢，就是吸納更多意見，讓香港故宮博物

館更好地落實，例如有文化人建議將有關清代
主題的香港的經典文學作品或電影，如《鹿鼎
記》等元素相結合，讓博物館富有香港特色，
更符合港人期望喜好。
上綱上線之說如「文化統戰」，又扯到特

首選舉「政治表忠」，針對負責項目的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這種捕風捉影之說根本不
值一駁，顯然是「ABC」心理作祟。這個
「ABC」，即是「Anything But China (中國
除外)」，凡與中國有關的，不止政治和經
濟，甚至歷史和文化，也要以最負面的角度
批判、妖魔化之，盡一切手段令香港與祖國
區隔起來，說到底就是一種「去中國化」的
政治手段，而達到某些政客的政治目的。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不單屬於國人，也
是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很可惜在香港對抗
政治的生態下，部分政客無視大多數港人的
意願和福祉，將文化項目政治化，不禁令人
聯想起文革時期政治狂熱的紅衛兵，對傳統
文化破壞的慘痛歷史。如我在立法會上感嘆
道：「東宮西宮，不要故宮，只為逼宮，香
港冇陰功。」

「香港眾志」立法會議員羅冠聰聯同黃之
鋒、以及另兩名立法會議員朱凱廸和姚松炎
出席台灣「時代力量」的對談活動。羅冠
聰、朱凱廸、黃之鋒在抵台灣桃園機場時引
來多名反「台獨」、反「港獨」人士「接
機」指罵，氣氛尷尬。
既然難堪尷尬，早知今日，又何必當初

呢？羅冠聰、黃之鋒等人一意孤行做「歷史
罪人」，勾結「台獨」政客，推動「台獨」
和「港獨」分裂勢力合流，被當頭棒喝是意
料中事，尤其3名香港立法會議員，既宣誓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香港特區，卻聲援具
「台獨」背景的政客，明顯與香港立法會議
員身份不符。
「台獨」、「港獨」分裂勢力的勾搭，已

不是第一次遭到兩岸三地民眾的痛斥。「台
獨」、「港獨」合流，在中國人的土地搗
亂，與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對幹，
與全國13億同胞及海外僑胞為敵。這些反華

政客與其甘心做反華勢力的犬馬，不如洗心
革面做點實事。
「港獨」分子把分裂祖國的戰場延伸至台

灣地區，我們不能坐視不理，與「台獨」分
子的勾結，已超乎普遍性質的交流溝通，是
不折不扣實現分裂國家領土和侵害國家主權
的過程，3名立法會議員更不能一邊支取納
稅人俸祿，一邊從事「港獨」活動，做「食
碗面反碗底」之事。立法會須對3名議員作
出調查，令他們面壁思過。
從來山賊和海盜的「交流」，除了策劃共

同犯罪，不會有好事，若任由這些「反華棋
子」在台港佈陣，只會為香港和台灣社會增
添不穩定因素。
羅冠聰、姚松炎本身因宣誓加料，特區政

府已就兩人的宣誓和就任是否有效提出了司
法覆核。兩人其身不正，若仍到台灣獻醜，
勾結「台獨」，必自暴其短，自取其辱。

姚志勝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太平紳士

■■英國去年公英國去年公
投脫歐之後投脫歐之後，，
今年法國和德今年法國和德
國政局都將面國政局都將面
臨挑戰臨挑戰。。圖為圖為
反對英國脫歐反對英國脫歐
的民眾在法院的民眾在法院
門外示威門外示威。。

陸頌雄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曉鋒 法學博士 英國牛津大學中國中心訪問學者 城市智庫研究員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將是香港新名片

1月3日，香港特區政府與深圳市政府
舉行「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
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將在
佔地87公頃的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建立重點創科
研究合作基地，吸引海內外頂尖企業、
研發機構和高等院校進駐。此項目會按
三大基本原則發展：整個河套區和「港
深創新及科技園」均適用香港特區法律
和香港政府的土地行政制度；以公益為
主，港深雙方均不會從中獲取盈利；雙
方會以共同協商、互利共贏的精神處理
各項事務。
事實上，河套地區屬於深圳河截彎取

直後，形成的一塊約1平方公里的區域，
因為香港和深圳規定以深圳河為界，所
以從這一原則上講，此地應屬於香港，
但是管轄權一直屬於深圳，遂起爭議。
現在該區域正待香港完善規劃後進行開
發，所以此區域還被稱為「特區中的特
區」。
河套地區與深圳僅一河之隔，在該處
發展創新及科技，意義重大和獨特，可
以體現香港「一國」和「兩制」的雙重
優勢。香港的創科界、海外科研機構及
創科投資者十分重視香港與深圳在創科
事業上的合作潛力及重大協同效應。發
揮好香港和深圳的協同效應，雙方都可
提取巨大動力，使得兩地在創科事業上
實現互利共贏，讓「一國兩制」優勢點

亮香港創新創業
「明燈」，這也
將 是 「 一 國 兩
制」下的又一生
動實踐。
近年來，歐債
危機、美國經濟
下滑、全球營運
成本上漲及通脹
壓力加大，各行
業的經營壓力增
加，香港經濟增
長 速 度 持 續 放
緩，政治怪相亂
出，房價高企，青年就業難。改變的根
本思路在於充分利用現有發展空間，支
持創科，改善民生。
旺角暴亂與「本土激進派」的冒起，

背後與年輕人的參與有關，青年問題受
到關注實屬必然。香港的現實是，大學
畢業生的平均工資過去十多年並無實質
提升，由於新經濟增長點有限，來來去
去都是所謂四大支柱行業，如金融、旅
遊、物流等，可供選擇的工種少甚至單
一化，且升職機會較少，大學生對職業
的出路與前途普遍不看好，乃不爭的事
實。
新規劃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土地

面積為整個香港科學園的4倍，是香港歷
來最大的創科平台，面積相等於4個多維

園，有學者估計可幫助超過10萬人口的
就業。隨互聯網、物聯網、生命科學
等高端服務業企業如雨後春筍般生長起
來，必將催生大量就業機會，為香港青
年發展提供新的出路。
對於香港和內地的青年人，現在可以

說是創業的黃金時代。國家大力推動
「中國製造2025」策略，鼓勵「大眾創
業、萬眾創新」，利用先進科技，引領
國家經濟結構朝高增值、高技術的方
向發展。相信憑藉香港青年的創意、眼
光、膽識和靈活變通的特質，必定可以
在「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實現創業的夢
想，為國家和香港的經濟發展作出貢
獻，讓香港青年創新創業成為「一國兩
制」優勢下的「新名片」。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歐盟內憂外患面臨生死挑戰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文  匯  論  壇A10 ■責任編輯：林澤勇 20172017年年11月月99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皇都戲院評級「升呢」理由站不住腳

古物諮詢委員會上月開會決定，把北角皇
都戲院的建議評級提升為一級歷史建築。古
諮會之所以「升呢」皇都戲院為一級歷史建
築，其中一個理由是所謂「名人效應」。對
此，作為北角老街坊，本人認為這一理由也
是站不住腳的。
誠然，一些名歌星曾在皇都戲院登台演出

過，諸如鄧麗君、鳳凰女、京劇名伶嚴許頌
輝、英國著名男高音Peter Pears等。我們說，
作為大牌明星，這些藝員登台表演的地方多得
很，如果凡他們登台演出過的戲院，都要被列
為歷史古跡，不區分有無特硃的意義（譬如頭
一回或最後一次在此表演的），全都可定為一
級或法定古蹟，那尺度也太寬了。
記得早幾年，鄰近的國都戲院也曾面對過

或拆或留的問題，爭論也不小。政府全盤考
慮，權衡利弊，結果還是決定重建。現在國
都可說新面貌新氣象。更早些時，銅鑼灣黃
金地段的利舞台，無論名氣、影響等各方
面，大家都一清二楚，皇都戲院哪能與之相

比呢？結果，利舞台還是拆了重建，現在更
加輝煌。這說明，有所失就有所得，要當機
立斷。「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值得決策
者和相關人士深思。
香港從舊時一個小小的漁村，蛻變成一個
繁華國際大都會，高樓林立，大廈鱗次櫛
比，舊貌早變新顏。這當中有多少舊樓被拆
除，又有多少新樓在原址上建起？只有良性
的推陳出新，香港才能不負「東方明珠」的
美名。
至於，哪些建築物該拆重建，哪些該保留為

古蹟，這個尺度說難也難，說易也易，需要專
家評估，以及市民參與。亂拆亂建，或者過分
強調「保育」、「一代人的回憶」等等，都是
片面、不可取的。
最後，我想提個問題：無論是政府還是公
眾，都尊重私有產權，任何一座大樓被評定
為要保留下來的歷史建築物，應該由誰來
「買單」？如果是政府，這一筆為數不會小
的公帑，花得是否物有所值？

雷非凡

「自決派」訪台被追罵自取其辱
篤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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