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響港股兩大負面因素或被誇大

人人都說，今年人民幣將持續大幅貶
值，給人印象為沽空人民幣必賺大錢。
人民幣「走出去」，可能威脅到美元的
主導地位，現時傳媒全面唱淡人民幣，
輿論一面倒，是否跟上述情況相似？值
得思量。
自匯改後，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從
2005年的8.2飆升了3成至2014年的
6.1，過去一、兩年只回落了14%，可
見人民幣已有相當幅度的調整。有理由
相信，未來一段時間人民幣將呈現波動
格局，即是升升跌跌，一面倒下跌的機

會不高。因此，沽空人民幣未必實賺。

中央有能力穩定人民幣匯率
中央政府亦一再重申，人民幣不存在

長期貶值的基礎。投資經驗豐富的金融
老手都知道，在美國不要與聯儲局賭
氣，在中國則不要跟中央政府鬥氣，制
定投資策略時宜因應特定環境，不能只
看理論。
有人說，中國外匯儲備最近跌至約3

萬億美元，為一「重要關口」云云。預
期長此下去，中國經濟有麻煩。但為何

跌穿3萬億美元水平則為不妙？此乃西
方國際金融大機構的估計，未必準確，
讀者不宜盡信。
中國的內外債務之真正狀況，只有中

央政府（局內人）最清楚，而非外人。
世上任何一個國家，金融資料至為敏
感，一般不會全盤公開。目下人人只信
老外之言，只憑臆測，令人感到奇怪。
試想，眼見人民幣受嚴重衝擊，中國

怎會袖手旁觀而不作準備？有理由相
信，中央政府會密切注意問題，必要時
會採取應對方法紓緩情況。中央政府向
來有強大的執行能力，有能力穩定人民
幣於合理水平。
近月中央政府已採取多項措施限制資

金外流，如堵塞民間資金外流的漏洞，
包括限制中國公民用信用卡簽賬購買海
外投資產品，嚴格執行每人每年5萬美
元的購匯額度等等，已露端倪。因此，
投資者不用擔心今年人民幣持續大跌，
繼而影響港股。

特朗普影響未必如吹噓般大
此外，特朗普為另一影響港股的因

素。但特朗普的總統權力是有掣肘的，
而且他有務實的一面，所以他的影響未
必如傳媒吹噓般大。
舉例而言，美國是法治大國，總統的

權力受一定程度的局限，例如國會的影
響。雖然現時特朗普所屬的共和黨在參
眾兩院均佔大多數，但不是每個黨員均
贊成他的政策方針，更不用說民主黨，
此等議員可利用拉布等手段，阻撓特朗
普的政策推行，特朗普未必能想做什麼
便可做什麼。
有人說，特朗普有機會「炒掉」聯儲

局主席耶倫女士，以提速加息步伐。總
統中途「炒掉」聯儲局主席，印象中以
前從未發生過，即使總統有權，敢動用
此一權力的人甚少，因這樣做很可能引
起市場動盪，會影響許多大勢力的利
益，屆時將備受猛烈批評。聯儲局主席
耶倫任期於2018年屆滿之後，總統任
命新人上任，則另作別論。
再看看特朗普政府的內閣成員任命，

例如提名前埃克森美孚行政總裁雷克
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為國務
卿，從日前的聽證會可見他的政見，如

對外交事務的看法，
很多時與特朗普不
同，另外幾位內閣成
員皆如是。找政見不
同的人做內閣成員，
反映特朗普務實的一
面，預期將來如遇困
難，特朗普政府可從
多角度處理事件，較具伸縮性。
特朗普為富商出身，極具商人本色，

一切皆可談判、可交易，討價還價。例
如，特朗普在當選後曾多次挑戰「一中
原則」，又讓台灣領導人蔡英文過境美
國，似乎想把台灣問題成為與中國討價
還價的籌碼。但中國回應得甚妙，強調
「一中原則」不會讓步，主權問題不可
談判，底線不可逾越，暗示其他範疇或
有商量餘地。
特朗普不承認氣候變化條約，主張

多用化石燃料，明顯踩着環保分子的
核心議題，此等政策在任何一個國家
推行，恐怕都會引起社會強烈反對。
若然環保分子群起反對，且看特朗普
如何招架？

不少評論指，人民幣貶值及特朗普兩大因素，將大大打擊今年

港股。應該指出，投資的一條重要守則就是：若然人人都向同一

方向走，不宜輕率地跟隨，尤其聲音越響亮，越需小心。例如股

市大旺，人人都賺錢，萬眾皆入市之時，應否跟入？或股價大

瀉，所有專家都叫人勿買貨之時，可否考慮入貨？投資者需保持

獨立頭腦，因部分言論可能別有用心。人的天性容易跟大隊，但

這樣往往錯判形勢，墜入陷阱。綜合而論，人民幣大跌的風險及

特朗普的因素，對今年港股的影響，未必如想像般大。

嚴厲執法勿讓「港獨」借屍還魂

近期在政府堅決打擊「港
獨」，以及市民大力抵制辱
華及分裂國家行為的氛圍
下，梁頌恆和游蕙禎二人此
前終被褫奪議席，宣揚或縱
容「港獨」的一些不法組織
及人士的聲勢亦大不如前，

為社會繁榮安定消滅了不少不利雜音。不過，
從過去的經驗可知，此等「港獨」分子不會輕
易善罷甘休。日前，「香港民族黨」及「青年
新政」又借食環署執法取消其年宵特許經營一
事鬧事，面對此等狂徒的無理取鬧，政府萬勿
心慈手軟，否則便辜負市民大眾對打擊「港
獨」的期望。
基本法明文禁止「港獨」，根據所謂「香港

民族黨」及「青年新政」過去宣揚「港獨」的惡
行，何止食環署應取消其年宵特許經營資格，根
本一早該取締有關組織。就有如警察捉賊一樣，
打擊罪行根本是政府應有之義，難道賊人還可以
抗辯指警察打壓其犯罪的權利？還可讓賊人逍遙
法外？故政府必須繼續留意這些「港獨」組織有

否妄圖利用社會資源做危害公眾之事。今次取消
其年宵攤檔，可謂絕對正確之舉措。
今次事件發生之初，尚且有人認為政府武斷

亂估。不過，「香港民族黨」日前便公開其
打算出售之物，可謂無一物與「港獨」無
關，並公開聲稱此等物品販賣後的資金乃用
於推動「港獨」工作，試問這仍算是正常營
商嗎？另外，「青年新政」的攤檔設計亦活
用其「小學雞」式語言騙局繼續推說自己與
「港獨」無關。事件證明，食環署取消其資
格，舉措正確。事實上，又有誰人不知此等
「港獨」組織及人士大話連篇，三五成群又
豈有好事可為？
年宵開始以來，「香港民族黨」及「青年新

政」仍「偷雞」到市場派發傳單甚至哄騙市民
到其網站購買其「港獨」商品，妄圖「集資」
翻生繼續禍港。依我之見，政府理應繼續積極
提防任何「明獨」「暗獨」行為，堅守底線，
並應審視「港獨」組織以及包括網絡或任何其
他渠道如眾籌或賣物是否違法，以免予他們借
屍還魂。

吸煙危害健康基本上每個香港人都會認同，
本港每年因為吸煙而死的人數多達5,700人，
戒煙是未來的大趨勢，但很多市民卻不知如何
入手。醫管局一直都有提供戒煙輔導服務，現
時設有67間戒煙輔導服務中心，會根據病人的
個人情況「度身制定」戒煙方案，2015年成功
戒煙率更超過54%。
明白到每個戒煙人士的背景不同、吸煙的原

因也不同，「度身制定」的戒煙方案正好切合
他們的需要。醫管局戒煙輔導服務的跨專業團
隊會提供面談或電話輔導，亦因應個別戒煙者的
情況處方相關藥物協助戒煙。有意戒煙人士在參
加計劃後，會由輔導員評估病歷、吸煙歷史、身
體對尼古丁的依賴程度，然後制定方案。
醫管局的戒煙服務會安排病人進行一氧化碳

呼氣測試，評估病人對尼古丁的依賴程度，並
為戒煙人士制定合適的戒煙方案，例如定立戒
煙日子，根據病人對尼古丁依賴程度，建議不
同的方法戒煙，亦為病人提供定期覆診，跟進
情況。
吸煙同時有機會導致多種疾病，如癌症、心

臟病，戒煙可以大大降低病人的死亡率和發病
率。現時醫管局的戒煙輔導服務對象主要為透
過醫護人員轉介的病人，特別是長期病患者，
戒煙有助他們可以更有效控制病情，改善他們
的健康狀況。除了醫護人員的關懷外，政府政
策以及社會各方面的支持都非常重要。政府有
意將現時煙包的健康忠告面積加大至包裝的
85%、以及增加健康忠告的樣式數目等阻嚇措
施，將有助加強控煙成效以及提醒市民吸煙對
身體的禍害。
醫管局的67間戒煙輔導服務中心，地點遍佈
港九新界。服務由跨專業團隊主理，輔導員均
受過特別訓練，由護士、藥劑師或職業治療師
擔任，為個案作出評估、輔導及跟進。醫生則
作為團隊領導來監督服務，為輔導員提供醫療
諮詢及處方口服藥物。輔導服務計劃於
2014-15年處理新症數目約18,000宗。有效的
戒煙方法可大大提升戒煙成功機會，醫管局的
戒煙服務於2015年的成功戒煙率便超過54%。
有意戒煙的市民可致電戒煙熱線2300 7272

或1833 183查詢。

周全浩 退休香港浸會大學教授 資深金融評論員

李世榮 新社聯副總幹事、新界青聯智庫召集人、沙田區議員韋剛 粵仁達聯誼會會長

歷盡波濤懷民眾 弘揚正道看斯人

香港下一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快要進
行，目前，已正式表態參選的有四位，
到最後入閘競選的究竟多少位，仍未可
知。多人參選說明市民大眾是接受了這
種方式，同時也表示參選者很重視大眾
的看法和感受。孟子說過：「左右皆曰
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
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
用之。」得到大眾稱許接受的人，不但
在口頭上認為該人能幹，而且應該從實
際政績、多年來工作的表現，看是否符
合特首應該具備的四個準則：愛國愛
港、中央信任、得到市民擁護以及有較
好管治能力，從這幾方面去考察。
目前已提出參選的四位人士，在香港
都各有知名度，不同程度地被港人愛戴
和認識。我本人幾十年在港生活，感受
到林鄭月娥確有獨到之處，她從政以
還，給我的印象不單是「好打得」，而
是「好做得，做得好」。
統觀林鄭36年從政生涯，可以概括她
有如下特色：

堅持正道 力抗歪風
面對反對派、憤青等等發動的示威對
抗行動，林鄭毫不畏懼。早在皇后碼頭
遷拆事件中，她已親臨第一線，隨後在
政改、新界村屋僭建等事件中，有人喊
打喊殺甚至踐踏、燒毀她的人像，她都
能平心靜氣耐心解釋調停。到了近年的
「佔中」暴亂，她更夜以繼日地關心事

態發展，親自主持與反對派的學生頭子
開會，忍辱負重，大義凜然，絕不是
「和稀泥」或者做「投降派」。

嚴守初心 服務社會
從政伊始，林鄭參加社會服務工

作，關懷民生，扶持弱勢。她說過：
「每晚沖涼，開花灑有熱水就好開
心。」此話有血有肉，說明她的價值
觀和對民眾生活基本要求的認同。理
論不必高深，一句貼心的話便可以知
道那為官者的內心活動。她自己不會
追求錦衣玉食，但會時刻關懷大眾市
民的寒熱冷暖。
一貫以來，她在扶貧、安老、青年教

育等方面作出優績，就算是升到政務司
司長統籌各方的位置，仍然不忘初心，
貫徹服務社群的精神。

全面施政 不偏不倚
林鄭工作態度穩中求進，反對「少做

少錯、不做不錯」的迂腐作風，最近發
表的「八大願景」顯示了她的胸襟懷
抱，也指出了港人的光明前途，給港人
積極鼓舞。更重要的是她明確地強調要
達至這些願景，必須落實「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並把握「一帶一路」的機遇
向前邁進。

女中豪傑 掌控超然
面對反對派無時無刻、雞蛋裡面挑骨

頭的挑剔、攻擊、污衊，林鄭並不會對
其打壓，而只是據理力爭、堅持正道、
巍然掌控。甚至，反對派不但對她個
人，有時更悍然對公務員進行人身攻
擊、公然侮辱，林鄭便會挺身而出，伸
張正義，為無端受辱的公務員抗辯。這
種不顧個人得失的君子作風在今天政壇
上確是一朶奇葩。
她對香港存在的房屋、教育、扶貧敬
老、培育青年、醫療保健、公務員隊伍
等問題都妥為照顧，根據資源及需要安
排，得到市民大眾讚許愛戴。

愛國愛港 廉潔奉公
由於出身平民階層以及青少年時期已

受愛國思想感染，林鄭在中學階段已經
積極參加社會活動，至大學時已立志投
身服務社會，做一個為老百姓解困、謀
福祉的公務員，對祖國蒸蒸日上的景象
也極為鼓舞，熱衷參加愛國活動。36年
從政生涯中，實事實幹毫不花巧、廉潔
務實。
本來，林鄭月娥準備完成本屆政務司

司長任務後便「休養生息」，回歸主婦
生活與丈夫及兩兒享受幾十年來忽略了
的家庭溫馨，絕沒有想到爭取做特首這
份「衰工」。但是，由於本屆行政長官
宣佈了不擬連任，她毅然參選，丹鳳展
翅，落地惠民，迎接這新的挑戰與任
務，為港人服務。我們為她的決定表示
支持和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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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控煙 宣傳戒煙 確保健康
周偉強醫生 基督教聯合醫院家庭醫學及基層健康科部門主管

特首選舉是一個真選舉
陳志豪 香港群策匯思副主席

王海運 中國國際戰略學會高級顧問

美俄關係及中俄關係的走向（三）

面對特朗普上台後對中俄關係帶來
的衝擊，我認為要做好以下幾個方
面。
首先，要冷靜觀察、加強對俄溝通。
要加強有關俄美關係走向的調研，防
止失察、失誤。政府主管部門可就特朗
普上台對美國外交戰略的影響與俄展開
對話溝通，避免相互猜疑，力求做到雙
方對美關係的改善拉動中俄關係的深化。
還應加強輿論引導，謹防兩國親西方勢
力借題發揮，製造「唱衰」中俄關係的
負面輿論、增大兩國間的戰略互疑。
中國作為具有全球視野的大國，必
須保持強大的戰略定力、擁有寬闊的
大國胸懷。對於戰略夥伴與他國關係
的改善，宜擺出樂觀其成的姿態。俄
美關係長時間處於不正常狀態，不利
於全球戰略穩定，不利於營造和平穩
定的發展環境。我國所應爭取的是中
美、中俄、俄美三對關係實現良性互
動。儘管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但
是仍應主動塑造。
其次，從全球戰略高度深化中俄全面

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面對美國霸權的非理性掙扎、「準多

極時代」國際格局嚴重失衡、國際秩序
易於混亂的現實危險，中國必須實行縱
橫捭闔的「多極制衡」全球戰略。特別
要加強對俄戰略協作，盡最大可能調動
俄羅斯因素，共同推動國際格局走向平
衡、國際秩序走向公正。中俄在推動全
球戰略穩定問題上要切實展開更多「協
調一致的行動」，做到在核心利益問題
上相互支持、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
相互配合。只要中俄真正做到肩並肩、

手拉手，美國、日本及其他敵對勢力都
將奈何我國不得。
另一方面，要將加強軍事安全領域的

戰略合作置於更加突出的位置。軍事安
全合作是國家關係中最具戰略性、實質
性、標誌性、帶動性的合作領域，對於
增強戰略互信、密切戰略合作、帶動務
實合作意義重大。中俄軍事安全合作潛
力巨大、領域廣泛，可以大有作為。兩
國應在「結伴而不結盟」原則指導下，
在軍事戰略上爭取相互增大透明度，在
軍事部署上爭取背靠背、構成掎角之
勢，在軍事行動上爭取相互配合、相互
助力，在軍事技術上爭取聯手研發、實
現突破。
與此同時，要以更加積極的姿態推動

「一帶一盟」的對接合作。「一帶一
盟」對接合作對於「絲綢之路經濟帶」
戰略構想的實施意義重大，中國宜藉此
深化中俄全面經濟合作、結成多領域
「現代化發展戰略同盟」，夯實兩國戰
略協作的物質基礎。同時還要努力加強
上合組織建設、深化與歐亞經濟聯盟各

成員國的務實合作。
繼而要以積極姿態推動「歐亞全面夥

伴關係」共建合作。共建「歐亞全面夥
伴關係」，對於中國打造「歐亞夥伴關
係網絡」、集結有別於西方世界的新興
力量、改變歐亞大陸戰略格局、平衡霸
權勢力的掙扎意義深遠。有說法指「大
歐亞夥伴關係」與「一帶一路」互相
「對沖」，此種說法不合邏輯、缺少依
據，對中俄關係十分有害，建議以積極
姿態盡快完成構想文本的商簽，爭取明
年兩國元首會晤時正式簽署。
最後，要盡最大努力加快我國綜合實

力的提升。
要扎扎實實地發展自己，既要發展強

大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也要發展強
大的軍事實力，以及國際戰略運籌能
力。只有綜合實力強大，才能為世界各
國看得起，才能增強國際影響力和吸引
力，才能營造和平穩定的安全環境和發
展環境，才能有力地應對來自任何方向
的戰略挑戰，才能確保中華民族的偉大
復興。 （全文完）

──對中俄關係信心不動搖

■■中俄具有緊密的戰略利益中俄具有緊密的戰略利益。。
圖為中俄聯合海上軍演圖為中俄聯合海上軍演。。

特首是由選舉委員會負責提
名和選舉，再由中央任命而產
生的。縱然選舉委員會委員只
有1,200名，但特首作為香港首
長，需向中央及香港負責，並
領導特區政府，故特首亦必須
得到港人的擁護與支持。所

以，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早前接受專訪時便提到，
「港人擁護」是成為特首的四大條件之一。基本
法亦訂明了，特首最終會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
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事實
上，回歸以來的幾次特首選舉，所有勝出者都是
當時民望最高的候選人，最終也順利獲得中央的
任命。可見，中央和選舉委員會是很尊重社會大
眾的意見的，特首選舉絕不只是1,200人的事。
近日，多位特首參選人積極落區，大搞「親

民show」，與不同界別的代表會面，與普羅大
眾閒談，了解市民的生活情況。林鄭月娥女士
更表明，她非常重視民望，承認如在選委會選

舉中勝出，但民望低落的話，將來是難以有效
施政和管治香港的。筆者完全認同林太的判
斷，林太的一番話亦顯示了其重視市民意見的
民主態度，值得肯定。
可笑的是，在上屆特首選舉後，反對派經常

嘲諷梁振英特首的得票低，戲謔其為「689」，
但試問一下，在一個民主和競爭激烈的選舉
中，得到6成以上的支持票，算低嗎？得票愈
低，豈非愈反映選舉的激烈程度，這豈不正正
是民主的表現？在今屆美國總統選舉中，特朗
普所獲得的選舉人票僅僅足夠勝出，在全國的
普選票中，甚至低於希拉里，不知道與美國政
界關係密切友好的反對派又會怎樣看？
筆者無意評估今屆特首選舉勝出者可獲多少

選票，然而，在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
下，特首選舉肯定會是公平、公正、切實反映市
民意見，而且有真正競爭的，絕非一個假選舉。
在這樣的選舉下，選出來的人經過中央任命後，
肯定是一個最適當的人選，能擔當香港之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