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朗普「新政」接連而出，但是他
新官放出的「三把火」，極有可能大
部「熄火」，因為這些新政遭到了從
美國到全球的全面抵制。
廢除奧巴馬時代的平價醫保，放棄
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落
實墨西哥邊境「建牆」計劃，發佈對7
個伊斯蘭國家的「禁穆令」。對北美
NAFTA（自由貿易協定）重新談判，
開罪加、墨兩個鄰國。和澳大利亞總
理發生有違禮儀的「電話外交」風
波，在北約和歐元問題上得罪歐洲國
家。雖然與文翠珊首相強化了美英傳
統關係，但是支持英國脫歐的言論和
對王室成員的不敬，也導致了英國民
眾不歡迎特朗普年內訪英。
內政外交，一地雞毛，從美國到世
界，特朗普成了全球公敵。從荷里活
到硅谷大佬，從各地法官到外交官，
甚至剛剛退任的奧巴馬總統，都對特
朗普顛覆美國傳統政治發聲—並支持
美國人反對特朗普。

美國政治制衡體制制約總統濫權
在歐洲，支撐歐盟兩大支柱的法國
和德國，發出了反特朗普的最強音。
在剛剛的馬耳他歐盟峰會上，法國總
統奧朗德強調，特朗普向歐盟施加的
「壓力」不可接受，他呼籲華盛頓「不
要摻和」歐洲的事務。德國總理默克
爾也強調，歐盟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
中。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的「禁穆令」
還在持續發酵。聯邦上訴法院也駁回了
司法部有關立即恢復移民禁令的請求。
這也意味着，在特朗普和美國建制派關
於移民政策的博弈中，建制派獲得了暫
時勝利。此舉，無疑將損及特朗普的行

政威信—而且堅持用行政命令
而非通過國會的行政模式，也為
未來美國的府院之爭埋下了隱患。
如果共和黨控制的國會兩院都和
特朗普心生齟齬，那麼特朗普用
不了多久就會變成跛腳總統。
作為總統制國家的美國，美國

總統的權力很大。但美國的政治
傳統又是兩黨政治和三權分立，
還有着強大監督力量的輿論場。
特朗普初入白宮就濫用了總統享
有的行政命令，這既凸顯其個
性，更意味着他對美國傳統政治
的隔膜。一個不懂政治規矩的總統，引
發美國社會和國際社會的抵制並不令人
稀奇。結果是，特朗普要麼成為希特勒
式的危險政治人物，要麼在現實政治中
碰得頭破血流。
可預料的是，美國的政治制衡體制

還在，健康的監督力量依然強大。所
以，特朗普不會走到希特勒那一步，
結果只能是特朗普敗下陣來。
事實上也是如此。「禁穆令」被法

院裁決「緩行」。特朗普失禮的「電
話外交」也被其團隊澄清。馬蒂斯—
號稱「瘋狗」的美國國防部長訪問日
韓，在美日韓三國同盟關係、安保費
用均攤及南海等問題上，也沒有照搬
特朗普的立場。有觀察家認為，這是
馬蒂斯在糾偏特朗普的亞太政策觀。

美國領導地位被自私功利置換
特朗普新政府的閣員人選大部分還

沒有通過參院聽證，本周國會會對相
關人員進行密集聽證。媒體對參議院
遷就特朗普提名人員的做法諷刺為
「橡皮圖章」。特朗普新政的不靠
譜，可能也會促使參議院在聽證時更

為慎重。
特朗普新政遭遇挫折是可預料之

事。從美國各界對其違反政治正確的
抵制，以及美國盟國和國際社會的不
適應，凸顯一個殘酷的事實—美國在
變，世界也在變。這種變化不管是好
是壞，世界都要適應新變化，要建構
新秩序。毋庸置疑，美國主導的全球
秩序正在發生顛覆性變化。二戰以來
形成的美國全球領導者地位，正被
「美國優先」或者「只有美國」的自
私功利所置換。美國撂挑子，總要有
國家把全球化的單子挑起來。是誰？
中國、歐盟還是其他國家？英國《衛
報》認為，特朗普新政預示着美國輕
易丟掉了美國積累的軟硬實力，讓中
國盡得其利。
不過，事情並非如此簡單。中國追

求的是全球秩序的多極化，而不是自
己或某個國家的一肩挑。
特朗普新政讓美國生變生亂，但是

該國建制派依然在反制。因而，特朗
普也許根本就沒有未來，其白宮夢也
許就是黃粱一夢。
特朗普新政難以為繼。

三大重點與願景 展現林鄭施政優勢

根據中央政府對特首的四要求，林鄭
月娥無疑是愛國愛港、中央信任的不二
人選，在這一點上不需要懷疑。而難得
的是，林鄭無論是在立場、經驗、能力
及態度上都與香港社會當前所渴求的特

首特質高度吻合。而從她所提出的「三
大施政重點」與「三大管治願景」上來
看，她既能夠在當選後延續現屆政府的
良好管治方針，回應香港社會在發展上
所面臨的各項問題；同時更能夠創造煥

然一新、和諧融通的管治新氣象。在繼
承現屆政府堅定立場以及積極施政的基
礎上，進一步實現地區政通人和。

無縫接棒施政順暢
林鄭月娥在被問到如何說服選委自己

最適合擔任特首時表示，自己具備四項
優勝之處，包括多年公僕生涯的接觸全
面、做事勤力、願意聽取意見及是「執
行型」的人，並相信「議而不決」、
「決而不行」不會出現在自己身上，有
助帶領香港前行。香港當前真正需求
的，正是做實事，出實績的人，是能夠
帶領香港各派共同向前的人。
在施政成果上，作為前政務司司長的

林鄭月娥4年多來協助行政長官梁振英
處理各項「疑難雜症」，可謂「勞苦功
高」。同時她更通過廣泛參與領導各項
施政議題，對現屆政府所推出的一系列
政策了若指掌，這使她能夠在接任下任
特首之位時做到無縫「接力」，繼續將
現屆政府的積極施政方針落實到底，為

香港社會的整體發展把握大方向，為政
制體制的健康運行保駕護航。
土地房屋問題向來是香港發展的制約因

素，現屆政府在這一點上打下了很好的基
礎，下任特首應在此基礎上重點投入，再
接再厲。在發展經濟上，既要鞏固傳統支
柱行業，同時也着力發展創新科技行業，
進一步奠定香港優勢。同時重視年輕一代
的發展，尤其是在教育問題上着墨。

為管治創造新氣象
難得的是，林鄭月娥同時在管治方式

上提出了創新，所提出的注入管治新風
格、重視公眾參與、與民共議、廣納賢
能，用人唯才等，都是迎難而上，積極
進取的管治理念和方式，展現了她高度
負責、切實有為的一面。
林鄭月娥提出的理財新哲學又是一項

創新之舉，包括善用財政資源，投資未
來，讓市民分享經濟增長成果；同時檢
視應如何運用政府所擁有的資源，有效
投資於教育及年輕人身上。這是與過去

歷屆行政長官在施政上
有所區別的一點。如何
將財政資源集中投入在
核心問題上，使得有關
投入真正產生推動性效
果，這無疑是精明的理
財思路；而重視公眾參
與，將「光譜放到最闊」，吸納新血，
將為港府各部門運作帶來動力及活力，
是值得稱讚之舉。
總而言之，林鄭月娥在競選分享大會上

所提出的「三大施政重點」與「三大管治
願景」，充分展示了她在施政經驗、個人
能力及處事魄力上的優勢及特點，正面回
應了香港社會各界謀求發展，港人渴求施
政新氣象的呼聲。林鄭有立場、有能力、
有魄力擔當香港的下任特首，在延續本屆
政府良好管治政策的基礎上，廣泛凝聚各
界共識，開創施政新氣象，取得施政新成
果。香港發展正面臨十字路口，各界應客
觀理性看待一眾參選人，負責任地為香港
選取合資格的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參選人、 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上星期舉行競選分享

大會，以「同行！共建和諧共融社會」為主題，吸引了超過800

名社會各界人士出場力撐。林鄭以「同行we connect」作為競選

口號，提出了施政框架，表明下屆政府的施政有「三大重點」：

加大力度開發土地、興建房屋，解決市民置業難及居住環境差的

問題；發展多元經濟，創造更多優質職業，既鞏固提升金融、旅

遊、物流等經濟支柱，又發展創新科技、創意產業等新興行業；

全面檢視教育制度，為學生、家長創造穩定、具關懷、具啟發性

的環境。同時她在管治方式上提出「三大願景」：注入管治新風

格、與民共議、廣納賢能，用人唯才；政府做「促進者」、「推

動者」，為百業拆牆鬆綁；同時推動政府理財新哲學，善用財政

資源，投資未來，讓市民分享經濟增長成果。

特首作為特區政府的領導人，
重視怎麼紓解民困、增加土地及
房屋供應、全民退休保障、改善
醫療制度、改革教育制度等問
題，好像要面對永遠解決不完的
難題；同樣，一般市民也為三餐
奔波，面對居住、退休生活、醫

藥開支、子女教育等生活問題。
小小的香港只有千多平方公里，中國隨意一個

城市也要大香港好幾倍，要容納700萬人實在不
易，每逢星期天或節日，無論商場、大小街道都
被擠得水洩不通。輪候公屋緩慢，有人要生活於
天價的棺材房，壓力可想而知。
還記得多年前的「巴士阿叔事件」嗎？ 一句
「你有壓力，我都有壓力」成為全港的焦點，
故事中的主角更被各大媒體追訪。網絡文化興
起，衍生眾多類型網上行業，可惜大家還是熱
衷炒作八卦話題，多將焦點放在醜化貶低的層
面，對社會如何發展、如何發展經濟民生並不

關心。
因租值持續高企，大型商場差不多只能存活金

飾舖、大型藥房、化妝品店、高級食府、連鎖商
店，還能留下來的是實力雄厚的大集團，小本經
營者唯有選擇搬往舊區或結業。這些看似微不足
道的小事，正正像「蝴蝶效應」一樣慢慢加重壓
力，市民如果連發洩地方都沒有，矛頭最終會指
向政府。
政府在拍賣土地時，應訂明發展用地上，需預
留部分土地用作青年及居民的活動空間，將社區
及經濟發展有機融合，令普通民眾也享受到經濟
增長的成果。
至於處理醫療人手嚴重失衡問題，優化公立醫

院設施，減低病人輪候時間，更需繼續努力；教
育改革已經事在必行，香港孩子的未來不應再糾
纏於一個評核試上。
香港有很多問題「未解決」，希望傳媒及市民

將焦點放回經濟民生問題上，而不是特首參選人
的花邊新聞。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談何容易

台商是兩岸
關 係 的 潤 滑
劑，而兩岸的

和平環境是台商生存和發展的基石。
毫不誇張地說，兩岸關係已經是台商
事業發展無法剝離的連體。兩岸關係
好，台商毫無疑問有好的發展前景；
兩岸關係陷入僵局，無可避免會阻礙
台商的發展。這是十分淺顯的道理。
可惜，台灣當局沒有重視。台灣海
基會年後舉行的台商春節聯誼會，領
導人蔡英文致詞時，邀請與會的工商
界加入台灣的公共建設擴大投資方
案，或配合「新南向政策」，進行海
外深耕佈局，為台灣經濟發展打開全
新局面；對於兩岸經貿關係，她僅在
演講末提到，政府積極保障台商權
益，呼籲北京排除政治干擾，為兩岸
的善意互動作出示範。
蔡英文要台商為台灣經濟發展作貢獻，
但問題是，台灣當局又如何保障台商的
利益呢？蔡英文政府上台以來，台灣經
濟呈下滑趨勢早已經是定局。1月底台灣
統計部門的數據顯示，台灣2016年經濟
增長率為1.4%，增長速度和強度不足。
受到經濟不景氣等因素的影響，台灣去
年8個月內3家航空公司結束營運。

蔡上任8月支持度大跌
台灣民意基金會公佈的最新民調顯

示，蔡英文上任8個月，民眾對其處
理大事方式的支持度，從520上任時
的69.9%，下降至目前的33.8%，不贊
同者則上升到54.4%。其實，民眾對
蔡英文不滿，肯定是因為施政，施政
最直接的表現是經濟，這反映民眾對
台灣當前經濟狀況不滿意。
要改變民眾的不滿，蔡英文將重點

放在政府如何「提振台灣經濟」上。
她形容是「今年最重要的任務」，表
示政府將全面提升執行力，加速推動
經濟結構轉型，採取積極性財政政
策，全面擴大基礎建設投資，包括地
方建設以及下個世代所需的基礎建
設。
問題是，誰來投資？過去一段時

間，因為兩岸關係改善，大陸為營造
和平環境給台灣讓利，每年台灣在兩
岸貿易往來中獲利近千億，投資大陸
的台商賺得盆滿缽滿。現在蔡英文要
台商把錢拿回來投到台灣，但台灣經
濟不斷下滑，「新南向政策」前景又
不明朗，誰會來投資？
民進黨本來就家底不厚，政府投

資，可以拿出來的資本有限，台灣的
公共基礎設施也不像歐美那樣，投資
空間巨大。台灣製造業的投資來源不
多，相反民間投資往外流的比較多。
據台灣「經濟部」研究顯示，台灣技
術專利不夠核心，可賺錢的少之又

少。創新能力不強，缺乏新產業，導
致吸引投資的意願不大。2016年上半
年，台灣民間固定投資僅增長
0.79%，與2014年的3.17%、2015年
的2.75%相比，明顯下滑。民間投資
效益不好，政府沒錢投資，台灣經濟
發展後勁嚴重不足。

文化市場問題讓台商卻步
台商產品出口仍有競爭力，是台灣

對外經貿的優勢。蔡英文認為，亞洲
在未來20年將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市
場，台灣必須扮演建設性的角色。這
一點雖然判斷沒錯，但如今台灣製造
業的根基已移至大陸，如果按蔡英文
的「新南向政策」發展，往南走不僅
有投資的問題，還有文化和市場的問
題。
蔡英文又稱，政府將積極推動「新

南向政策」，強化與東協、南亞和紐
澳的合作，持續跟主要貿易國家和區
域，包括美、日和歐盟加強雙邊對話
跟協商，深化互利共贏的經濟合作關
係，促進台灣經濟及產業連結全球市
場。
歸根結底，在兩岸關係前景不明

朗，兩岸和平環境蒙有陰影的情況
下，蔡英文要在大陸獲利的台商抽
身而回、甚至投資東南亞，談何容
易！

張敬偉

特朗普新政難以為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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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啟後 任重道遠

金雞報曉，大地回春。根據農曆天干地支，
2017年為丁酉雞年，也是新時代的一年，今年巿
況或會波動多變。在此提醒各位讀者謹慎處世、
把握機會，雞年健康、平安順景。
去年是美國總統換屆選舉之年，特朗普爆冷當選，
由於他競選時提出「美國優先」等口號，上任後又
多次強調，若兌現承諾便會推出一系列保護本土利
益的措施，對國際政治、經濟等帶來怎樣的後果仍
是未知數。俗話說：「新官上任三把火」，特朗普
上任10餘天已簽署了多項行政命令，引起全球震盪，
面對危機與挑戰不能掉以輕心。
今年對本港是重要的一年。3月26日新一屆特首

將由1,194名選委投票決定，祈望當選者能够符合港
澳辦主任王光亞提出之四項條件，高票當選。此外，
冀望新特首勿忘愛國愛港之初心，有仁愛心、和諧
心，專心為巿民服務，得到廣大巿民的擁護和支持，
香港往後5年管治更為順利，民安則港福。
下屆特首除了要解決過往三屆特首任內未通過的

法案，還要應付重中之重的房屋問題，首要的是有

足夠的土地建屋，如何尋找土地？設法改變丁屋、
棕地及發展商、業主持有的農地用途，怎樣談判協
商去解決？此外，能否通過填海以應付長遠土地需
求，對新特首、新班子是嚴峻的考驗。
扶貧安老助弱亦是下屆特首不能忽略的重要問

題。特區政府外匯儲備已有9,000億元，近年盈餘
大增，5年財政預算，照理可抽撥4,000億元解決
上述問題，爭取民心，以消民怨，也是財盡其用的
正確理財方法，善用資源是爭取民心的良方。
祈望立法會循規依法及時通過合理的法案及各

種財務申請，加建醫院、安老院及寧養院等以應
付老齡化社會的到來，急民所急。
梁承志所編《處世金言》中有言：「以眾耳聽

者聰，以眾目視者明，以眾力舉者賢，以眾心慮
者智。」謹此亦以梁承志名句向未來特首進言：
「別人的成功，是最好的模式；別人的失敗，是
最好的教訓；別人的經驗，是最好的借鏡」，望
新特首當選後坐言起行，努力為香港巿民謀福
祉，使「東方之珠」更為明亮。

方潤華

評價特首參選人須聚焦經濟民生
陳津 群智匯思成員

香港近年在反對派的挑撥離間
下持續撕裂，陷入困局。近日，
特首選舉參選人林鄭月娥以「同
行 WE CONNECT」為競選口
號，表明一旦當選，會致力謀求
最大社會共識，讓港人再次團結
起來，同行向前。這的確為濁流

中的一股清泉，頗具看點。但反對派中的老牌政
黨卻大潑冷水，指稱林鄭既然沒有反對派選委支
持，又如何修補社會撕裂，更揚言跟她「真係
CONNECT唔到」。
反對派為何叫反對派？皆因他們本身就是社會

矛盾的製造者，長期反中亂港，當然不樂見香港
走出內鬥泥潭，試問又如何跟有作為、促和諧的
人「CONNECT得到」？2015年，反對派以所謂
「真普選」作藉口，否決了人大「8．31」決定作
基礎的普選方案，剝削了港人「一人一票選特
首」的權利。
反對派一方面攻擊特首選舉是「小圈子」選
舉，另一方面卻積極參加選委會競逐，並搶佔了
300多張選委票。反對派既然視特首選舉是「小
圈子」選舉，為何又要參與呢？反對派即使作再
多「公我贏、字你輸」的解釋，也難自圓其說。

說白了，反對派的所作所為，無非是要成為「造
王者」，要做香港「話事人」。
事實上，「民主300+」選委，早已提出在人大

「8·31」決定框架外重啟政改等三大條件，反對
人大釋法，以此為籌碼，支持符合他們要求的參
選人「入閘」。但是，反對派突然以「反對操
控」為由，表明會考慮提名依從「8·31」框架的
曾俊華，以及認為要接納人大釋法的胡國興，背
後原因何在。說穿了，是因為反對派企圖操控參
選人，只要他說你「CONNECT得到」，政治立
場和原則可以隨時改變。
反對派為了擴大政治空間，撈取更大政治利

益，任意搬龍門，目的只為反對任何符合「愛國
愛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及港人擁護」4項
標準的參選人當選，中央信任、港人擁護的參選
人，反對派一定不支持，肯定會不擇手段阻撓，
甚至不惜推動其他建制人士「入閘」攪局，炮製
流選局面。
如果反對派的詭計得逞，達成「魔鬼交易」成

為「造王者」，試問香港又如何能保持繁榮穩
定？市民又如何能安居樂業？所以無論是建制派
特首參選人還是選委們，必須以大局為重，謹慎
選擇，慎防墮入反對派的「造王」陷阱。

別墮入反對派的「造王」陷阱
何俊賢 新界社團聯會副理事長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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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保守排外政策將令美國喪失領導地
位。圖為美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外的示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