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即將在香港發生的各種
事情中，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和
香港回歸20周年慶典安排，無疑
是本港各界及國際社會最為關注
的。前者涉及「一國兩制」方針
政策如何延續發展，後者將展示
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的關係及形
象。從各種跡象看，泛民主派
（「泛民」）對這兩件事情都有
一些不利於其順利進行甚至是對
抗的圖謀，不得不給予警惕。
「泛民」從來都知道掌握政權的
重要性，所以有過幾次派人出選行
政長官的歷史，結果都是灰頭土臉
鎩羽而歸。這一次他們調整策略，
不主動派人參選（立法會議員梁國
雄聲稱參選是另外一回事），而是
要運用手握的300多張選委票做文
章，即便是無法推舉陣營中人，至
少也要推出與自己政治目標相近或
在某些方面疑似接近的人，千方百
計阻擊中央政府認為更適合的候選
人當選行政長官。這就是「泛民」
在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中總的政治
目標。
「泛民」要實現這樣一個政治目
標，接下來會做些什麼？雖然一些
行動細節因為參選人還沒有完全明
朗而無法全面展開，但是從「泛
民」近期圍繞行政長官選舉而陸續
散發出來的信息看，其策略輪廓已
經大致勾勒出來：從選委會內和選
委會外兩個方向開展行動達到目
的。
先說選委會內的行動。

攻擊任何中央支持人選
「泛民」對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接
受《紫荊》雜誌採訪時講的中央對
新一任行政長官要求的4點標準
（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
力、港人擁護），雖然沒有公開說
「不支持」，但是在日後的具體表
現中，讀者會看到他們的「不支
持」態度。其中的一個標誌性的動
作，就是千方百計攻擊任何被視為
是獲得中央支持的參選人，要使盡
全力阻止其獲得過半數便可當選的
601票。
從傳媒的報道看，公民黨主席梁
家傑這方面的表現最明顯。在林鄭
月娥尚未辭官宣佈參選特首時，梁
家傑即表示，未來的特首選舉，
「泛民」選委的一個重要任務，就
是要令林鄭拿不到601票。公民黨
提早反對，也許他們認為林鄭月娥
比較符合中央對新特首的標準。

鼓動投白票和「策略投票」
選舉中的白票，實際上就是廢
票。這個套路「泛民」過往用過，
它的主要直觀效果是：表明不贊成
的立場；損害選舉工程形象。但是
對選舉結果，一般講並沒有實質性
的影響。正是這個原因，「泛民」
在新一屆行政長官選舉中是否繼續
使用白票策略，有不同意見。例如
「香港2020」召集人陳方安生不主
張投白票，她認為投了白票，等於
放棄，這樣對提高「泛民」影響力

一點作用都沒有。當然投白票的做
法「泛民」不會完全放棄，只是留
在最後，在任何希望都破滅的時
候，以投白票或罷選的方式收場。
如果不出現投白票的舉動，「泛

民」可能會採用「策略投票」。這
個主意是當年「佔中」的主要鼓吹
者戴耀廷提出的。他認為：「策略
投票不是選最好的，而是揀在符合
最基本要求下可取得最多的選擇。
策略投票或做政治交易不是『造
王』，也不是 CBA（即 choose
best alternative， 選 擇 最 好 人
選），因重點不在於誰來做特首，
而是看能否透過手上的選票換來香
港民主的實質進展。」
這裡所謂「香港民主的實質進

展」，指的是要求中央「撤回8．
31決定，重啟政改」。
「策略投票」的重點是進行政治
交易。戴氏認為選委會大致分為所
謂的「西環板塊、商界板塊及民主
派板塊」。「西環板塊」被視作親
北京的鐵票，「泛民」很難得手。
有可能拿來做文章的是「商界板
塊」。「策略投票」實質上是鼓動
「泛民」選委同商界選委接觸談
判，進行政治交易，產生一個雙方
認為都能夠接受的結果，如果說
「泛民」在選舉行政長官過程中有
「造王」的行動表現，「策略投
票」便是其中最主要的內容，它不
僅要影響選情，還要影響整個香港
管治。（二之一，待續，本文轉載
自2017年2月《紫荊》雜誌。)

林鄭分享人生歷程 讓市民有信心與她同行

分享大會開始後，一眾年輕人隨林鄭一
同進場上台，林鄭逐一與年輕人擊掌，又
向觀眾鞠躬，並在人日（初七）向市民祝
願生日快樂，又指昨日是立春，寓意新開
始。分享大會一開始，就帶來朝氣蓬勃和
春意盎然的氣息。

反映林鄭性格多面立體
分享會期間，林鄭在不同階段認識的
人士輪流發言，從6個不同階層代表的
評價，充分反映林鄭性格的多面立體和
熱愛香港的情懷。包括：林鄭形象嚴
肅，其實處事認真；做事有心，關心基

層市民；「貼地」接社區地氣，與地區
人士打成一片；從善如流，重視行政立
法關係；對下一代關心關懷，親力親為
支持幫助；大仔林節思支持媽媽參選，
反映林鄭是女強人也是好母親。林鄭分
享人生歷程，充分展示對香港的感情和
承擔。

三大施政框架帶來新希望
分享會進行大半小時後，林鄭提到三
大施政框架，第一是加大力度開拓土
地，加快興建房屋，解決置業難；第二
是多元發展經濟，創造更多職位；第三

是全面檢視香港教育制度。三大施政框
架，為香港社會經濟和教育發展帶來新
希望。
有輿論指出，由於土地涉及各方利

益，政府一應舉措都會招來反對聲音，
假若下任特首有見及此，為保民望而轉
趨審慎，不太積極開拓和推出土地，則
問題將持續累積而惡化。令市民欣慰的
是，林鄭對土地房屋政策絕不含糊其
詞，放在三大施政框架第一位，令市民
相信這個關鍵的深層次問題仍然是林鄭
施政的重中之重。
第二是多元發展經濟，創造更多職

位，針對了香港產業結構日趨單一化的
弊端。產業單一化帶來許多惡果，經濟
結構狹窄導致市民的就業機會變得狹
窄，導致本地年輕人缺乏向上流動的機
會。林鄭促進產業結構的多元化與實體
化，有助於穩固並增加中層就業，為年
輕人提供更為多樣化的發展選擇。
第三是全面檢視香港教育制度，為學

生、家長、校長創造穩定、關懷、具啟
發性的環境，務求令本港的教育制度與

時並進，培養對將來有更高應變能力的
同學，追上日新月異的社會變化。

新領導風格回應市民期望
林鄭又指，自己會有新領導風格，與

民共議，用人唯才，作推動者為百業拆
牆鬆綁。她強調，政府必須有理財新哲
學，讓各界分享經濟成果，她之後會與
各界商討，深化政綱。林鄭的新領導風
格，其與民共議和讓各界分享經濟成
果，是相輔相成的。政府財政盈餘取之
有道，也要用之有道，社會各界早已不
滿多年來「倉廩實而百姓虛」的狀況，
期望政府善用儲備推動長遠發展及改善
民生，讓各界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林鄭
的新領導風格回應了市民的期望。

修補撕裂道出社會大眾心聲
林鄭表示，香港面臨社會撕裂，她希

望以口號「We Connect」，修補撕
裂，並與大眾加強聯繫，讓大眾有信心
與她同行。香港社會已經出現像台灣藍
綠對決那樣「不問是非、只問立場」，

重蹈社會撕裂，內耗互鬥的覆轍。香港
已再承受不起社會撕裂的代價，推動修
補社會撕裂是迫在眉睫的選擇，因為社
會各階層齊心合作，同舟共濟，才可使
香港的發展重回正軌。
香港回歸20載，又將有一位新的領

路人，未來分歧如何彌合，撕裂如何修
補，機遇如何掌握，困難如何克服，挑
戰如何面對，要靠香港社會的和解與團
結。林鄭希望以口號「We Connect」
修補撕裂，道出了社會大眾的心聲，得
到廣大市民的普遍支持。

行政長官參選人林鄭月娥昨日下午於會展舉行

競選分享大會，她分享人生歷程，充分展示對香

港的感情和承擔，一心一意為香港服務，為港人福祉打拚。林鄭性

格的多面立體和熱愛香港的情懷，感染與會者與廣大市民。林鄭提

出三大施政框架，包括覓地建屋、發展多元經濟、全面檢視教育制

度，又稱會為政府帶入新管治手法及理財新哲學，為香港帶來新希

望。林鄭承諾改善施政，讓大眾有信心與她同行。

發展經濟民生 特首更要有擔當

特首除了政治上要有擔當之外，發
展經濟同樣也要有擔當。一個地方經
濟發展快慢，除物質因素外，很重要
一點，還是看這個地方首長駕馭經濟
的能力。
據資料記載，1997年的時候，香港
GDP佔內地的18%，當時本港的經濟

總量超過了北京、上海、廣州3個城市的總和。如今不
說以上3地，就連當年的小漁村深圳，今天的GDP也
超過了香港。曾經引以為豪、位列亞洲四小龍之首的
香港，今天已退居老三。為什麼？因素當然不少，但
筆者認為，幾位特首是否也應該檢討一下推動本港發
展經濟的魄力？
大家可曾記得，第一任行政長官針對本港經濟單一

化日趨嚴重的問題，提出發展「數碼港」，「生物
港」、「中藥港」，這些屬於資金密集型和技術密

集型的項目，當時本港是具備或者基本具備發展的
條件。可惜「藍圖美好，魄力不夠」，時至今時今
日，有關項目尚未形成規模。更重要的是，反對派
處處阻礙特首及特區政府施政，拖香港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的後腿。現在回頭看，香港錯過了不少發
展的好時機。
古人云「不進則退」，當今世界科技日新月異，科

學家們估計，知識的更新周期已經縮短到3至5年，甚
至更短，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的先進科技，過3至5年便遭
淘汰。本港經濟缺乏創新科技支撐，以目前的經濟發展
模式，不知還能維持多久？不進則退，經濟不發展，社
會很難長治久安。
筆者期待下一任行政長官，能就普羅市民最關注的

土地及房屋、振興經濟等議題作出深入研究，提出具
針對性的政綱，回應社會的訴求，爭取更廣泛的支
持。

過去的2016年，A股的整體表現可以用一個「穩」
字來形容，這種穩的態勢，也使得廣大公眾投資者在
2016年賺錢並不容易。
縱觀2016全年，滬指在2638點到3301點之間運行，
不難發現，除了1月份的單月暴跌，其餘月份A股的波
動率較之1月份大幅降低。可以說，從劉士余主席上任
之後，2016年全年的股市呈現震盪回升的格局，整體
上表現出一個「穩」字。
進入2017年以來，受險資熄火、舉牌受限、減持持

續、融資力度加大等利空因素的影響，整個A股市場
的表現略顯疲軟。
隨新年年初廣西壯族自治區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委

託投資進入實際操作階段，作為老百姓「保命錢」的
養老金入市，實際上表明了管理層認可當前市場點位
的「政策底」，也意味當前的市場點位大體上位於
價值投資區間的底部區域。因此，A股在近期內再次
經歷一輪暴跌的可能性只存在理論上的可能性。
去年12月份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了「

力防控資產泡沫」。這意味，在管理層先前所進行
的那一輪轟轟烈烈的「去槓桿化」、「去泡沫化」活
動之後，股市中的降槓桿、去泡沫依舊會持續進行，

從而進一步釋放A股市場的系統性風險。這意味，
要想再度重啟高槓桿工具的可能性已經不大，也就是
說槓桿資金對股市的撬動影響也將大幅削弱。
對此，當下的A股市場，在以存量資金為主導的格
局下，要想重新激活起股市的投資活力，實現一輪有
力的上漲行情，需要政策的推動與資金面上的配合，
兩者缺一不可。具體來說，可以通過提升場內融資效
率或者部分試點實行T+0的交易模式來提高存量資金
的有效利用率，此外，還可以通過加快引導場外資金
入場的步伐的方式，從而為目前階段的股市創造出更
多的新增流動性湧入預期。
然而，實際上，就當前階段實際情況來看，要想採

取上述方式來激活市場做多情緒，實現股市的由熊轉
牛並不現實。
或許，維穩依然會成為2017年的A股市場主基調。

不過，相較於2016年，新年的A股市場將會具更多的
不確定因素，特別是外部市場環境對內部市場環境的
影響，這會給整個A股的市場情緒帶來影響。當然，
在結構性行情之下，投資者賺錢難度也會越來越大，
或許更多資金不論機構還是散戶都會選擇「打一槍就
跑」、「見好就收」的策略。

黎子珍

陳國旗 新界社團聯會副會長

水 石

警惕「泛民」內外夾擊行政長官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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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斐森離任屬平常勿政治掛帥

港大校長馬斐森剛宣佈辭職，立即惹來各方面的揣
測。先有港大教師職員會主席表示馬斐森工作得不開
心，又有教育界的立法會議員將馬斐森的辭職跟校委
會成員扯上關係，更有前港大學生會會長在馬斐森辭
職消息公佈後力陳馬斐森的不是。港大校長辭職一事
眾說紛紜，馬斐森及時透過媒體及發電郵給港大的師
生及校友，昨日更召開記者會，解釋他辭職的真正原
因，是接受了英國愛丁堡大學的聘請，成為該校校
長。
平心而論，職場上的位置更替實屬等閒，而且馬斐

森今次的轉任，無論在事業發展及個人取捨方面亦合
理。根據2017年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愛丁堡大學的
排名位於第27名，高於香港大學的第43名，而且愛丁
堡大學跟20個諾貝爾獎得主都有緊密聯繫，這些客觀
因素對任何應聘者都相當吸引。
此外，馬斐森出生於英國，並分別在倫敦大學醫學

院及劍橋大學取得醫生專業資格及博士學位，出任港
大校長前擔任布里斯托大學醫科及牙科學院院長。一
位在英國土生土長的學者，放棄遠赴海外工作，重返
故鄉擔任更合適的工作崗位，根本就不應有何懸念。
奈何，本港有一批別有用心的人，想藉這個機會大肆

政治炒作，既增加自己的曝光率，更打擊對手，抹黑
特區政府和港大校委會。
誠然，香港大學於過去一年的確被不少政治爭拗圍繞，

先有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捲入收受及使用匿名捐款的風
波，再有校委會成員被學生圍堵，接二連三的政治事件
令大學的校委會及管理層疲於奔命，或多或少影響到港
大的發展。
儘管港大仍守住本地大學「一哥」的地位，但在全球

大學激烈競爭的情況下，港大面對的挑戰不容樂觀。以
創校不足30年的科大為例，在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由
2016年位列71-80名躍升至2017年的第49名，跟港大
只有6名之隔。倘若港大再因校長任命而捲入政治漩
渦，大學政爭不息，發展難免裹足不前，在國際上的排
名將每下愈況。
根據《港大條例》及《港大規程》，港大可以賦予

校委會權力處理校長的聘任事宜，作為真正關心港大
的各持份者，應給予校委會充分的空間作全球招聘，
挑選出一位最能配合港大方針及持續性發展的重量級
學者，作為香港頂尖學府的掌舵人，令港大無論在學
術研究、培育學生及回饋社會等範疇都能更上一層
樓。

王偉傑 群策匯思常務理事

2017年Ａ股會延續去年的穩定態勢嗎？
李勇 中興匯金高級研究員

美國總統特朗普新官上任三把
火，簽署一系列命令，兌現競選諾
言。特朗普否決了奧巴馬批准的跨
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並
把美國汽車業巨頭召進白宮，命令
他們撤銷海外投資計劃，把生產線
搬回到美國，增加美國的就業職
位。在特朗普的威逼利誘之下，不
少投資者決定到美國開辦工廠。
作為交換條件，特朗普承諾大幅
度減輕企業的稅收負擔。不少經濟
學家擔心，如果特朗普大手減稅，
有可能導致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
進一步擴大。
二戰後，美國依靠布雷頓森林體
系，確立美元國際儲備貨幣和支付
貨幣的霸權地位，美國掌握了金融
市場的話語權，可隨心所欲調節美
元價格，使世界各國資源不斷流入
美國，為美國經濟繁榮奠定堅實基
礎。
「9．11」恐襲，讓世界各國的
投資者如夢方醒，認識到美國經濟
非常脆弱，將資金撤出美國，導致
美國經濟空心化。2008年金融危
機，更是美國經濟衰落的表現。
特朗普非常了解美國經濟的結構
性問題，提出「振興美國製造業」
的口號，得到美國絕大多數中產階
級和勞工階層的支持。入主白宮之

後，他簽署的一系列命令，從目前
來看具有可行性。如果大量投資者
進入美國，而美國政府承諾大幅度
減輕企業的稅收，那麼，美國很可
能會成為世界投資的窪地，美國將
會實現經濟結構的成功轉型。
有學者指出，美國工人的工資是
發展中國家工人工資的5倍以上，
除非大幅度降低美國工人的工資，
否則，美國不會成為投資者的首選
地。這種說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企業的競爭力不僅僅是勞動
力價格的競爭，還包括其他生產要
素的競爭。更重要的是，企業競爭
還包括政府政策的競爭，如果一個
國家實行低稅率政策，那麼，投資
者一定會趨之若鶩。道理非常簡
單，如果企業收入只花20%左右用
於納稅，那麼，為什麼不到美國設
立工廠賺取利潤呢？
現在越來越多國家通過減輕企業

稅收負擔吸引投資者。但是，只減
輕企業的稅收負擔，而沒有實行精
兵簡政政策，沒有大幅度地減少國
家的公共開支，那麼，很可能會增
加國家的財政赤字。特朗普的打算
是，一方面大幅度減輕企業的稅收
負擔，另一方面減少聯邦政府的財
政開支，讓美國經濟逐漸地走上良
性循環的道路。只是，能否實現，

不妨拭目以待。
美國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具
有明顯的擴張性特徵，美國在發展
資本主義過程中，多次掠奪過其他
國家的利益。如今，特朗普強調美
國優先，其他國家對美國保持高度
警惕完全可以理解。特朗普會否通
過發動戰爭，維護美國的利益，為
美國企業開闢市場，世界各國的有
識之士開始憂慮。
現在美國把中國作為頭號對手，

因為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
只有全面遏制中國崛起，美國才能
保住世界第一的霸主地位。如果美
國政府加緊對華的遏制政策，中國
必針鋒相對，還以顏色，防止美國
得寸進尺，防止中國的國家利益和
中國企業的利益遭受損害。如果特
朗普決定向出口美國的中國企業徵
收高額的懲罰性關稅，中國政府也
應當毫不猶豫地採取反制措施，因
為只有這樣，才能讓特朗普尊重國
際貿易規則，在平等談判基礎上化
解中美經濟的分歧。
特朗普作為美國總統，必須面對
不斷變化的國際局勢，必須面對中
國的存在，制定政策的時候，必須
充分考慮其他國家的利益，不能獨
斷專行，否則將適得其反，損人不
利己。

喬新生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特朗普能令美國重新強大？不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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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參選人林鄭月娥昨日下午
於會展舉行競選分享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