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回歸祖國即
將踏入20周年。近
日，中央向香港接
連送出兩份大禮，
一份是在北京故宮
博物院的支持下，
於西九文化區興建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另一份大
禮是港深兩地政府簽署《關於港深推
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
忘錄》，將於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
展「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透過「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本
港的旅遊業競爭力、文化地位及文
化氛圍將大大提升，有助於吸引更
多醉心中華藝術的遊客，並在香港
本地推廣中華文化，甚至藉機大力
推動文化產業的發展。藉「港深
創新及科技園」，本港的創科用地
將大大增加，與世界及內地精英科
企的聯繫協作也會更加緊密，將有
利於降低本港創新科技企業的經營
成本，刺激本港的創科氛圍，吸引
更多年輕人投身創科浪潮，並完善

本港的創科產業鏈，為創新創意產
業提供更大扶持。
毫無疑問，中央的兩份大禮對香港

是有實際利益和深遠意義的，有利香
港開拓新產業，為港青提供更多元的
發展空間，增加港青的向上流動機
會，豐富市民的文化生活，並提升香
港的國際地位。這難道不是港人一直
以來的訴求嗎？須知道，要得到北京
故宮博物院的支持，提供大量國寶級
珍品予香港展覽，是非常不容易的，
背後肯定是得到中央的大力促使和信
任才能夠玉成美事。至於「港深創新
及科技園」方面，港深兩地政府曾就
落馬洲河套區業權和發展模式商討多
年，如沒有中央一錘定音「拍板」，
相信也難以作出定案。可見，這兩份
大禮背後，所體現的是「一國兩制」
的優越性和特殊性，以及中央對香港
的重視。
可惜的是，對於中央的厚禮，對於

香港的機遇，反對派始終不領情，
連日來不斷大力鞭撻，把好事當成
了壞事。事實上，這正正突顯了反

對派的政治本質。反對派的政治本
質與特區政府的政績是相對立的，
港府做得愈好，反對派的發展空間
愈受擠壓；反之，港府民望愈低
殘，愈有利反對派的發展。由是觀
之，站在反對派的角度，香港繁榮
穩定，政通人和，對他們有什麼好
處呢？回歸以來，反對派一再站在
港人利益的對立面，是合乎其政治
定位的內在邏輯的。
記得王光亞主任曾說過，期望「泛

民主派」成為香港的建設性力量。筆
者認為，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期望「泛
民主派」不再以「反港府、反中央」
作為其政治路線，不再視政府的錯失
為「補品」，不再以咬噬特區政府和
中央的血肉維生。事實上，這種背離
市民福祉的政治本質，是沒有出路
的，早晚會愈走愈窄，對香港也沒有
好處。相反，若「泛民主派」能夠變
得積極一點，為建設香港多出力，與
港人利益並肩，不做損害香港利益的
事，成為香港發展和「一國兩制」的
正能量，前景必然會更加精彩。

沒有最差只有更差的「本土」派史觀

「本土」思潮在香港肆虐，不是新鮮
的事，正因「疫症」由外地帶進，融入
某些香港氣候，漸而成為本港習以為常
的風土病。「本土症」病理無前科可
尋，病徵是語無倫次，盛氣凌人，而且
喜歡以染病為榮，令人瞠目結舌。上月
聖誕，「時代思進」又鬧出笑話，在
網上招募20多人身穿軍服，扮演「香
港義勇防衛軍」，在中環碼頭、尖沙
咀鐘樓、灣仔港鐵站聲言「抗日衛
港」。此等動作，其實類於時下年輕
人流行的cosplay，所以引來大批市民
圍觀拍照，問題卻是設局者連要扮演
的角色都未弄凊楚，20對「光管」作
駐守狀，教人捧腹。考其幼稚之舉，
源於對香港史實混淆，徘徊於真假幻
覺。再聽10名的「導賞員」高談闊論
「香港保衛戰」，真令小弟手心冒

汗，鐵一般的歷史事實居然可以歪曲
如此，香港不待他們保衛，其實已經
接近淪陷的邊緣了。

「時代思進」宣揚香港「建軍」
群魔亂舞香江，應挑選萬聖節來嚇

人，聖誕節是普天同慶的日子，鬧市裡
充滿對社會的祝福和期盼，不應仿效恐
怖武裝的「突襲」。或許他們穿棕色軍
服、黑色軍靴、戴上墨綠色頭盔，衣袖
繡有HKVD（香港義勇防衛軍）的
「軍人」，是想給人歷史的想像空間。
然而，縱使這些「導賞員」如何努力解
說，我想不出眼前這批「大茄」，與
1941年12月8日香港被日軍入侵的防
衛戰歷史有任何聯繫。基於香港義勇防
衛軍的史料有限，而此群體的活動並不
顯眼，香港回歸後，教科書、媒體鮮有

提及，亦屬正常。在筆者認識的歷史學
者之間，已有同仁努力進行此方面的研
究補白，歷史常有不為人注意的事，但
並不等於特區政府刻意抹殺此段歷史，
此一治史原則一定要清晰理解。
「時代思進」經過一番苦思，用上

「Watershed Hong Kong」作為會名，
或意指要把香港某時期作為分水嶺，
以高舉自身的價值觀念。其思維與段
限界定其實十分含糊，嚴格而言，有
處於中英政治夾縫之中，選取對自己
有利課題，卻罔顧近代香港與內地史
實之嫌。例如此次「軍演」，骨子裡
是想力陳政府在97年前不提香港曾經
有「真正香港人的軍隊」歷史，因而
續向特區翻這筆舊賬。到底這是什麼
思想邏輯呢？所謂「寃有頭，債有
主」，若覺得港英時代政府做得不
足，應找英國老家算賬才對，用不
張冠李戴。筆者相信，它還包含另一
種深層意味，就是堅持香港「建
軍」，並以此例作為與中共對立的歷
史憑證。故此，同時刻意貶低「東江
縱隊」在香港的游擊活動。

東江縱隊英勇抗日史不容扭曲

歷時18日的香港戰事，由日本第38
師團、228聯隊和230聯隊策動攻勢，
港英政府在香港由北至南設下幾道防
禦線。由於北面新界邊境遼闊，守禦
困難，在日軍多路進逼下，新界至九
龍半島的醉酒灣防線很快便告淪陷，
只有靠游擊義士在後方進行有限度的
牽制。英軍欲將主力集中在港島，尤
其圍繞於香港薄扶林水塘一帶的山區
沿線，建立較熟悉的地形協防。12月
18號日軍已登陸香港島，港方在黃泥
涌峽道激戰失守後，已呈節節敗退之
勢，由紫羅蘭山南下的淺水灣、深水
灣、壽臣山，以及黃竹坑、灣仔一帶
先後被日軍攻佔，形成赤柱半島的孤
懸狀態，楊慕琦港督終於在12月25日
宣佈投降。
正如不少學者指出，英軍守護港土

的力量，誠非這些「導賞員」口中所
述的「香港義勇防衛軍」，此類作為
後備的民間編隊，由最初義務服役性
質，最後加入「皇家」二字，抗戰宣
傳意義遠大於實質戰地操作。其時在
港英軍，乃英籍、加拿大籍、印度
籍、少數華籍組成的正規軍隊。從近
人史料追述可見，東江縱隊是活躍於

內地邊境及香港新界
的游擊主力，英勇地
對日軍進行長期拉鋸
戰，因而日軍視為如
芒刺背，大舉搜村殺
害游擊隊的事例甚
多。

樹正確國族史觀 走出政治陰霾
「港獨」思潮近期在香港冒起，筆者

不厭其煩透過媒體訪問，並撰文力斥其
歷史思維的歪謬，從游梁宣誓的「香港
不是中國」與「支那」怪論，到「南京
大屠殺」的嫁禍中共，迄「時代思進」
的軍裝上場。筆者預計這些設計獨特的
言論陸續有來，正需要知識人憑學問良
心說話，好好教導年輕人向「港獨」說
不，建立正確的國族史觀，香港才能走
出政治陰霾。偏偏宣揚「港獨」的青年
不習歷史，只愛對學者辛勤的著述斷章
取義，明明書本就事而論事，卻遭無耻
之徒胡亂套用，結果「香港保衛」、
「非我族裔」朗朗上口，反用來畫地為
牢，自絕於與祖國關係。凡此，蓋非作
著原意，敬請「本土」組識者自重，還
香港歷史一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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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拆彈」落實港深創科園

港深政府日前簽署備忘錄，攜
手在落馬洲河套地區87公頃的空
間，共同發展創新科技。消息一
出，不少本地創科人才乃至普羅
市民視之為喜訊，皆因河套區可
塑性高，惜港深兩地多年來就土
地業權及發展機制問題各持己

見，合作項目一直「只聞樓梯響」。如今雙方同意
在遵循「一國兩制」及「共同開發、共享成果」原
則下合作，勢必拉動兩地經濟發展大引擎。
回歸後，歷屆政府空談經濟升級轉型，具體政
策卻欠奉，業界只能單打獨鬥，香港整體科技發
展大大落後於日韓、新加坡及台灣等地。相反，
毗鄰的深圳卻在高科技發展上大放異彩，打造了
躋身世界舞台的企業與產品，更有中國「矽谷」
之稱。

事實上，香港不缺科技人才，例如大行其道的
航拍機，其創造原型就是在香港的大學裡孕育，但
由於深圳創業條件優勝，香港只能眼白白看肥水
流進別人田。隨全球創新科技不斷演進，香港如
不想淪為明日黃花，定必要把握好河套項目，讓香
港國際自由港的優勢結合深圳科技創新產業優勢，
締造共贏格局。
河套區發展前途光明，但阻力不容小覷。有環
保人士稱科技園會破壞具生態價值的濕地；反對
派又打「諮詢」牌，揚言政府未問市民就包底出
錢，加上地理位置遠，變相為深圳「作嫁衣
裳」；有議員更恐嚇指，一旦附有便利通關措
施，內地員工湧入會搶走本地人才「飯碗」，云
云。謠言滿天飛，當局在公開透明開展項目時，
必須及早「拆彈」，掃除謬誤，別讓一兩顆老鼠
屎壞了整鍋粥。

趙雨樂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教授

陳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民建聯副主席 新社聯理事長

陳志豪 香港群策匯思副主席

「送禮」爭議突顯反對派的政治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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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人幣拆息升打擊高槓桿炒家

踏入2017年，境外人民幣供應突然緊張，拆息
抽上100厘以上的水平，境外境內人民幣匯率也一
度大幅度回升，於是，許多人都認為這是中國政府
在打大鱷，但是，人民幣匯率只上升兩天就大幅回
跌，幾乎打回原形，已接近7算邊緣。看來，「戰
事」依然持續。
大鱷如此勇猛，是因為大鱷明白，通過減少人

民幣供應來挾高息率的做法不可能持久，100厘的
利率會損害正常的經濟環境，就算以年率100厘來
計算，每天只是0.27厘，即沽空者的獲利點是人
民幣單日貶值幅度大過0.27%就行了。1月6日 ，
人民幣單日跌幅近1%，炒即日鮮的沽空者大獲全
勝。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不認為中國政府是在干預

人民幣的匯率，也不是打大鱷，只是要讓那些以高
槓桿比例炒作人民幣，沽空人民幣的大鱷知道，中
國政府不會任由投機者通過不斷沽空人民幣而獲
利，隨時會出手打壓投機者，儘管只是兩天的打
壓，也足以打掉不少投機客，讓炒家心中有個警
惕，至少會阻止水平不夠的業餘炒家加入成為人民
幣的沽空者，正常的為避風險的長期對空者依然不
會受影響。

踏入2017年，除了人民幣出現匯率戰之外，阻
止人民幣外流的措施又增加多一項，也應該是比
過去所有的措施都強的一項，那就是開始限制一
般百姓每年可以自由匯出5萬美元額度的安排。
從2017年開始，中國內地居民要取得外匯，得先
填表申請，詳細說明用途，並強調不能用外匯買
股票、買樓，這應該是最強而有效的阻止人民幣
外流的方法。試想一想，中國有13億人口，只要
有1億人每年匯出5萬美元，那就是5萬億美元，
遠超過中國外匯儲備的數字，也許你會說窮人沒
有5萬美元可以匯出，但是他們可能借出身份幫
人匯出以圖利。
為什麼人民幣會外流，原因是人民幣貶值，老

百姓擔心貨幣貶值而購買持有外匯是很正常的行
為。四年前，日本安倍上台後，努力地促使日圓
貶值，結果日本股市大升，日本經濟也起死回
生，日本企業恢復競爭力。英國脫歐公投後，英
鎊也大幅貶值，英國政府也同樣地沒有出手干
預。因此，我估計中國政府也不會真正的干預匯
市，我不相信市場裡傳出的所謂「鐵底」的說
法，不久前，人人說6.8是鐵底，現在又改稱7算
是鐵底？

曾淵滄博士

西九故宮博物館體現「一國兩制」優越性

故宮是中華文化的圖騰，是中
華民族的瑰寶，承載了中華五千
年文明的藝術精華。故此，不論
是北京故宮博物院，還是台北故
宮博物院，同樣是舉世知名，遊
客絡繹不絕。據統計，台北故宮
博物院每年所接待的遊客達數百

萬人，北京故宮博物院每年所接待的遊客更達逾
千萬人，甚至被視為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五大博
物館之一，是北京的重要旅遊景點，更被視為當
地文化界的心臟。
故當特區政府宣佈與北京故宮博物院簽署合作

協議，將在西九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
館，並獲故宮博物院同意提供大量國寶級文物予
香港展覽時，本港文化界、教育界、藝術界、收
藏界的重分量人物紛紛讚不絕口，甚至組成聯盟
支持特區政府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可惜，正正
由於「故宮」的分量如此厚重，招來為反而反的
破壞派心懷不軌，無視國家的厚愛和善意，逢中
必反，以諮詢為名肆意攻擊，甚至抹黑為香港向

中央獻媚。
事實上，香港素來被視為文化沙漠，文化藝

術設施不足，氛圍不濃厚，更缺乏一些文化藝
術上的重要旅遊景點。北京故宮博物院共有逾
180萬件套文物藏品，但展出的數目只為百分之
一。當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落成後，大量從未
公開展示的文藝珍品在香港展出，其文化藝術
的吸引力不言而喻。所謂硬件帶動軟件，當故
宮文化博物館落成後，更可與Ｍ＋博物館和戲
曲中心互相配合為文化區加入多樣性藝術的元
素，可謂相輔相成。港人不用離開香港，便能
夠欣賞到大量珍寶文物，對港人的文化薰陶和
中華文化的傳承肯定大有裨益，相信亦能吸引
不少慕名而來的遊客。
無疑，在香港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肯定是大

好事，是國家送予香港的一份大禮，體現了
「一國兩制」的特殊性及優越性，對香港有百
利而無一害。香港是國際都會，理應有一座國
際級文化博物館，筆者和大多數港人一樣，對
此翹首以待！

李世榮 新界社團聯會副總幹事 沙田區議員

當今世界
發展，一日

千里，全球每一個角落莫不以改革的
姿態去迎接各種嚴峻的挑戰，「改
革」、「改變」、「變革」、「與時
俱進」等等口號，無時無刻不見諸各
種領導者之口。大家都知道，我們祖
國30多年的快速發展，就是貫穿了改
革這一條主線。遺憾的是，改革的口
號始終在香港叫不響，倒是相當多陳
舊的模式、制度、思維方式、行事方
法，還被視為「核心價值」，成為動
也動不得的「神主牌」。
近日就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那
就是西九建香港故宮博物館。這，本
來是香港何等榮耀的大喜事，可是那
些反對派則說，好是好，但是不能不
諮詢。天啊！我們香港難道要「諮詢
治港」，什麼事都要問過大家，那是
不是還要「公投」？

「諮詢治港」費時失事
事實上，香港所謂的諮詢制度，就
是一個很值得檢討和改革的癥結。且
不要說一些別有用心的反對派要以此
阻礙香港發展，以達至醜化政府的目
的，事實上也成為公務員體系中官僚
「不作為」及「推諉拖拉」的藉口。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敢於拍板，敢於
負責，不怕攻擊抹黑，值得稱讚。
再說的是河套區開發，中央送了大
禮了，河套區業權歸香港了，但會否
十年八載還是爛地一塊，令人關注。
2017年伊始，港深政府簽署了《關

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
的合作備忘錄》。落馬洲河套地區的
87公頃產權清晰定為香港所有，並明
確定位產業為科技園，其面積為香港
科技園的4倍。無疑，這將為香港的
發展注入新的動力，有可能形成新的

經濟增長點。首先，當下香港土地極
度短缺，真正是寸土寸金，突然從天
上掉下一個金元寶，平添了87公頃經
濟發展用地，再怎麼評估這個金元寶
的價值都不為過。
另外，該科技園採取香港主建並負
責管理，港深兩地緊密合作的模式發
展，將會按三大基本原則辦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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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公益為主，深港
雙方均不會從中獲取盈利；三，雙方
以共同協商、互利共贏的精神處理各
項事務。
香港特區政府負責興建河套地區的

基礎設施，平整土地後，由香港科技
園公司的附屬公司負責建設和營運。
這樣，可以充分依託兩地的人才與科
技、金融優勢、稅收優勢，使該科技
園的發展擁有其他科技園難以競爭的
優勢。因此，河套科技園的發展天生
具有優勢，前景未可限量。再次，在
當下青年苦於缺乏上流機會之時，河
套科技園無疑打開了一扇可以憧憬的
窗戶，未來有志於創新創業的青年將
可以在此大有作為。

港深河套合作來之不易
值得一提的是，當下香港某些人

士，以為中央贈予香港的這份「大
禮」是理所當然的，不要說不懂得珍
惜，而且不知道這來之不易。從1997
年拉直深圳河套後，這一塊面積87公
頃的土地歸屬港深兩地意見分歧，爭持
不下。國務院在1997年7月1日頒發第
221號令，就深圳河的河套區權屬問題
作出澄清，規定業權仍歸深圳所有，而
香港則擁有該區域的管理權。
之後，差不多20年來，港深對於業
權和開發模式始終未能達至共識。
2015年，廣東省政府《粵港合作框
架協議》提出，「在尊重歷史、尊
重現實的基礎上，以共同開發、共
用成果為原則，加快推進深港落馬
洲河套地區的開發建設。」直到這
次港深河套協議的簽署，才確認了
香港對河套地區享有土地業權，適
用香港法律和行政制度。當然，最
終是廣東省和深圳市照顧香港經濟
發展，作出了讓步。
只不過，香港高興之餘，還要反
省，因為20年來香港的創新科技毫無
寸進，而深圳則一日千里，以「科技
創新立市」，湧現出眾多世界級的知
名科創企業，如騰訊、華為、大疆、
中興等等，走在了全國乃至世界的前
頭，香港望塵莫及。如今，就看香港
如何唱河套科技園這齣大戲啦。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香港應唱好河套科技園這齣大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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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初 簽 署
《關於港深
推進落馬洲
河套地區共
同發展的合
作 備 忘
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