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軍節盛大閱兵增強實現中國夢信心

中國人民解放軍昨天以一場氣勢磅礴
的沙場閱兵慶祝90歲生日，這是中共
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首次在野戰化條件下親臨沙場檢
閱部隊，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以慶祝
建軍節為主題舉行的專項閱兵，也是解
放軍革命性整體性改革重塑後的全新亮
相。

習主席重要講話激勵人心
習主席的重要講話激勵人心，他指出

人民軍隊為中國人民站起來、富起來、
強起來建立了不朽的功勳！我們的英雄
軍隊有信心、有能力打敗一切來犯之
敵！我們的英雄軍隊有信心、有能力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我們的
英雄軍隊有信心、有能力譜寫強軍事業
新篇章，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
標、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
夢、為維護世界和平作出新的更大的貢
獻！習主席講話結束時，全場響起熱烈
掌聲，經久不息。

這次大閱兵，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
16次大閱兵，也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中
國第3次大閱兵。這是在沙場而不是廣
場上的閱兵。這次閱兵受閱官兵1.2萬
人，來自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
戰略支援部隊、武警部隊和聯勤保障部
隊。這次閱兵集中體現資訊主導、體系
支撐、精兵作戰、聯合制勝特點，充分
展示解放軍體制、結構、格局、面貌的
新陣容、新變化、新氣象。將軍隊戰力
分為作戰群而非單武器系統的分別展
示，也是此番閱兵的一大新特點，旨在
展現解放軍的全領域作戰、支援、保障
能力。

實現中國夢需強大人民軍隊
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中國需要一個和平環境。習主席的重要
講話反映了中國的真實想法，即使軍事
建設突飛猛進發展，也是為了維護和平
環境服務。因此，中國渴求和平，盡力

避免戰爭，是毋庸置疑的國家目標。朱
日和閱兵彰顯中國的國力，通過展示一
系列現代化武器裝備和軍隊的軍容來表
明一個正在崛起中的大國的迅速發展及
其實力，進一步增強中國人民的愛國主
義精神，有助於凝聚和團結民眾。
正如習主席指出：「安享和平是人民
之福，保衛和平是人民軍隊之責。天下
並不太平，和平需要保衛。今天，我們
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
需要建設一支強大的人民軍隊。」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也是港人的共同
夢想，習主席曾經說：「『一國兩制』
是國家的一項基本國策。牢牢堅持這項
基本國策，是實現香港、澳門長期繁榮
穩定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朱日
和閱兵增強了包括港人在內的全體中國
人民實現中國夢的信心。

對香港青年有激勵啟迪意義

朱日和閱兵對港人特
別是對香港青年，也有
重大的激勵和啟迪意
義。香港市民特別是年
輕一代，應當深入了解
90年來，中國人民解放
軍始終與中華民族命運
共繫，與中國人民血肉相連，在中國共
產黨的領導下，為人民解放、民族獨
立、國家富強進行了英勇頑強、艱苦卓
絕的鬥爭，建立了彪炳千秋的卓越功
勳，用鮮血和生命築就了共和國的不朽
豐碑。如今，這支具有光榮革命傳統和
輝煌戰鬥業績的軍隊，已經發展成為一
支包括陸、海、空、火箭軍和戰略支援
部隊五大軍種合成、高度集中統一的正
規信息化軍隊，成為中國捍衛和平與發
展的鋼鐵長城，成為護衛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中國夢的不可戰勝的堅強力量。這
有助於香港青年對香港、對國家，以至
對國際形勢有一個正確認識。

中國人民解放軍慶祝建軍節90周年的閱兵向國人展示了解放軍

的軍容、軍貌、軍心、軍備，展示了中國軍事實力，向世界宣示

中國維護和平的堅定決心，對塑造中國心、凝聚民族魂、提振強

軍志意義重大，增強了包括港人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實現中國夢

的信心。這場位於內蒙古朱日和的閱兵對港人特別是對香港青

年，也有重大的激勵和啟迪意義，有助於香港青年對香港、對國

家，以至對國際形勢有一個正確認識。

新疆成為「一帶一路」戰略橋頭堡

筆者幾年前曾相繼踏上「陝西、甘肅、寧夏和青海」這
條「古絲綢之路」，見證了各地的經濟發展與滄桑巨變。
今天又再次出發，繼續沿河西走廊前行，就來到了祖國的
西北邊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這是一片快速發展的熱土，
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指引下又迎來了一波力度更強
更猛的發展高潮。2017年新疆計劃新增固定資產投資1.5
萬億人民幣，比2016年大幅增長超過50%。
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經濟的西北前沿橋頭堡正在積

極構建之中，龐大的投資計劃，需要充足的資金儲備與
來源。目前自治區政府已有包括「農林水利、資訊科
技、清潔能源、交通設施、貨運物流、社會事業、文化
教育和金融服務」等全面的產業規劃佈局。隨未來
「一帶一路」戰略產業合作的深化與投融資方式的改
變，新疆應改變傳統的項目融資與企業招商引資方式，
應立足於「發展綠色、生態和可持續」經濟，積極做好
自治區「產業融資與股權融資」的投融資安排。
一是要做好自治區優勢產業開發合作的股權融資安排，

即：可考慮通過IPO上市融資；充分利用中國和各沿線參
與國政府PPP專案融資管理模式（公私營合作管理經營模
式）；或是通過沿線國產業鏈的上下游垂直整合，集中資
源運作模式。二是要積極爭取和用好傳統金融信貸支持、
金融創新產品基金、亞投行基建金融、絲路基金、中—歐
亞合作基金，及伊斯蘭金融基金支持。三是要利用香港亞
洲國際金融中心優勢，做好發行「國家主權債、大型企業
債」等融資安排。及通過整合、剝離、售讓企業不良資產
及壞賬資產，進行「資產管理」融資安排。

新疆將成為中亞經濟軸心
如今北疆的重鎮「奎屯、博樂和伊犁」已成為「一帶

一路」戰略的最前沿和輻射歐亞非的重要「交通、貨運、
物流、商貿、金融與經濟」樞紐。中歐班列的「渝新歐、
漢新歐和鄭新歐」專線也將從這裡穿越。未來隨國際
交通流量與貨運規模的大幅提升，「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之間的清（通）關效率也需進一步提升。中歐班列「一
國兩檢」通關模式，建議可借鑒香港近日公佈的「一地
兩檢」安排機制。同時，中歐班列的開通也將使「國際
貿易運輸距離」大幅縮短3,000多公里，新疆即將成為中
亞地區舉足輕重的經濟軸心。
截至目前，伊犁霍爾果斯口岸已成為繼香港、倫敦、
新加坡之後的又一個「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雖然目
前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規模尚小，但中央給予優於深圳
和上海的（在岸結算中心）金融政策，未來發展空間巨
大，人流與貨運通關效率也有較大改善和提升的空間；
中國已同沿線30多國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協
議；與20多國簽署產能開發合作協議；與17個國家共
建了46個境外合作示範園區；中國企業已累計投資
「一帶一路」建設資金超過150億美元，為沿線各國提
供超過6萬個就業職位。
亞投行已迅速建立運營，有57個國家積極參與；絲
路基金與中國—歐亞經濟合作基金也順利組建。2015
年底中國與沿線國雙邊貿易已突破1萬億美元，佔中國
外貿總額的25%；對沿線49國直接投資的150億美元
（同比增長18%）；沿線各國對華直接投資亦達82億
美元（同比增長25%），中國還將每年資助「帶路」沿
線國1萬名學生來華學習交流。這些成果均顯現出中國
「和平、相融、互惠、綠色」之發展理念與對「伊斯蘭
文化與文明」包容、多元發展，賦予了「一帶一路」戰
略新的生機和強大的生命力。

馬建波 資深評論員

土地房屋問題一直困擾香港，根據
統計處數據，2015年本港有約20萬人
屈居於劏房，生活條件苦不堪言，但諷
刺的是整體劏房租金平均卻比差餉物業
估價署的估價貴逾兩倍。儘管上屆政府
積極覓地建屋，但礙於香港累積欠缺的
建屋量，房屋需求壓力仍未能緩解，不

少弱勢社群依舊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後旋即落區，走訪港九新界進行

家訪，與市民對話。她表明自己是以身作則，勉勵官
員勤政愛民，多聆聽地區人士意見，不應只關注大
事，疏忽民生小事。的確，主理社會政策的問責團
隊，與其坐在冷氣房聽取下屬匯報，分析冷冰冰的數
據，倒不如更貼地走入群眾，細聽有血有肉的故事，
為社區把脈。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近日主動到深水埗探訪劏房
戶，其間因目睹居民的居住環境比60年代更嚴峻，一
度激動哽咽，更表明「上樓」是最終解決方法，政府同
時會考慮其他中短期方案，例如邀請非牟利機構以合理
租金，為基層提供住屋，希望大家「頂住撐住」。
縱然相關建議尚待研究，但我們樂見新政府敢於跳出

施政框框，大膽提出新方法為民解困。在當今政治氣
候，林太的團隊勇於投身「熱廚房」，更加是難能可
貴，值得支持。
不過，要香港走出政治困局，經濟民生重回發展正
軌，不能單靠政府的力量。林太當選以來，屢向反對派
伸出橄欖枝，我們盼望從政人士及社會不同範疇的持份
者，都能本以民為本的心，放下歧見，共謀出路，不
負習主席所託，齊心協力把香港的事情辦得更好，交出
一份合格的歷史性答卷。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陸劍寶 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經濟學博士後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研究員

粵港澳大灣區應向世界三大灣區學什麼？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概念年初由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
告中一經提出，便引起公眾的關
注和相關部門的重視，紛紛開展
對灣區經濟的研究。很多人提出
粵港澳大灣區要對標世界三大著
名灣區，但縱觀目前對世界三大
著名灣區的理解，很多人還只停
留在表面數據和一般認知上。其
實，按照面積、人口、GDP等指
標，將粵港澳大灣區與舊金山灣
區、紐約灣區和東京灣區進行對
比的話，粵港澳大灣區的數據肯
定讓人看到未來發展的樂觀，但
單純將不在同一起跑線上的數據
對比意義並不大。世界三大灣區
之所以著名，肯定有其內在的動
因。

核心城市的輻射帶動效應
無論自然形成還是政府推動，
世界三大著名灣區中各自都有一
個「超級城市」，起「核心」
的作用。可以說，世界三大著名
灣區中的核心城市輻射帶動作用
是相當強大的。正因為有核心城
市的帶動，從而形成了多層級的
城市體系。目前，很多人也在討
論粵港澳大灣區中仍沒有一個所
謂的「核心城市」。粵港澳大灣
區到底有沒有核心城市，到底需
不需要核心城市，需要的話哪個
城市可以充當？觀點主要有二
個，一是香港、廣州、深圳三個

超級城市誰能率先跑出？二是香
港、廣州、深圳作為三個「中心
城市」，協同支撐整個粵港澳大
灣區的發展。筆者認為，從歷
史、產業基礎、經濟基礎、政治
基礎等綜合因素考量，「三中心
城市」應該是短期內粵港澳大灣
區城市群體系的狀態。因此，港
穗深三地應該清楚洞悉自身優
勢，聯動發展，輻射帶動整個大
灣區和泛珠三角地區。
最值得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學

習的是，世界三大著名灣區的城
市群功能的合理分佈。先看舊金
山灣區，舊金山市是灣區的政治
中心、金融中心和公共服務中
心；奧克蘭是灣區的製造業基
地；聖賽荷是灣區的高新科技產
業基地；此外的北灣和南灣提供
優美的居住配套。
再看紐約灣區，灣區內曼哈頓

島是全球金融中心華爾街所在
地，周邊的皇后區、布魯克林
區、布朗克斯區的服裝、印刷、
化妝品等行業均居全美國首位，
機器製造、軍火生產、石油加工
和食品加工也佔有重要地位。
東京灣區在日本政府的強有力

規劃下，形成了協同發展的灣區
城市群功能分區。東京是灣區的
經濟中心、政治中心、金融中
心、文化教育中心和公共服務中
心。橫濱、千葉兩大工業地帶寬
僅6公里左右，長100公里左右，

卻佔全國40%左右的工業產值，
成為以汽車、精密機床、電子產
品、鋼鐵、石油化工、印刷出版
等產業為主的綜合性工業區。

相對協調的城市功能
對比之，粵港澳大灣區城市中

存在金融中心、物流中心和科創
中心的資源重複配置，珠三角城
市間傳統製造業的同構性也非常
明顯。粵港澳大灣區下一步建設
的重點應在各大城市的功能佈局
上爭取達成共識，避免功能重
疊。
粵港澳大灣區中有著名的香

港、深圳、廣州等七八個港口，
吞吐總量全球第一，但卻不可避
免地存在港口與港口之間的競
爭。這方面，東京灣區的港口功
能整合為我們提供了可借鑑的經
驗。東京灣沿岸形成7個港口首尾
相連的馬蹄形港口群，年吞吐量
超過5億多噸。早在1951年日本
政府就制定了《港灣法》，加強
了政府在總體規劃中的權力。
1967年，日本運輸省港灣局又提
出了《東京灣港灣計劃的基本構
想》，提議把東京灣區內的7個港
口整合為一個分工不同的有機
體，形成一個「廣域港灣」，職
能分工體系鮮明。各港口群雖然
保持各自獨立經營，但在對外競
爭中則形成一個整體，從而提升
了東京灣港口群的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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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走入群眾制定「貼地」政策
陳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新社聯理事長

內地遺產稅呼之欲出將涉及港人

內地近年稅收改革中其中一個爭議性較大的是執行徵
收遺產稅。香港一向都實行遺產稅的制度，但在多年前
却突然取消徵收。這對穩定香港經濟，爭取流入資金起
了一定作用，至今香港仍然不再徵收遺產稅，但有可能
受到內地新的遺產稅影響。
內地近年要求徵收遺產稅之聲甚囂塵上，有人甚至繪

形繪聲說許多省市已籌劃施行，網上更有人說深圳今年
將施行徵收遺產稅云云。後來要政府出來澄清，證實深
圳徵收遺產稅尚未確定日期。大家都知道，中國有些稅
收法例其實早已頒佈，但由於種種原因，從來都沒有實
行過，其中就有「筵席稅」和「遺產稅」。
據了解，1979年國務院已通過國家稅務總局的《遺產
稅條例》。其不執行的原因可能當年構思不夠成熟和嚴謹，
如起徵點和稅率級差等仍有疑點和問題，如強行實施可能
有不良的社會後果等等。況且，中國早已實施了《個人所
得稅法》，即使現在暫未實施遺產稅，嚴格來說，也可以
通過該法其中條文「其他收入」一項來徵收遺產稅。
過去人民收入少，遺產能計算徵稅的數額不多，稅局

也隻眼開隻眼閉，沒有從嚴執行《個人所得稅法》。但

如今內地貧富懸殊加劇，富豪大增，「金鎖匙」又會代
代相傳，並會有連鎖不良反應。所以，遺產稅又被重新
提出，有人認為可用徵稅的方式「反腐濟貧」，實行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
任何事物都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基層市民歡呼早日推

出「遺產稅」，但擁有房產的市民卻擔心房價上升而跌
入遺產稅網。據報道，前年稅務總局曾將《遺產稅》暫
行條例修訂後，作出新版的草案，分別有20%、30%、
40%和50%四檔稅率，80萬元以下的遺產淨額不徵稅。
仍有爭議的是起徵的遺產淨額以及稅率，人們拭目以待
最後定案及實施日期。港人應密切注意，因內地人在港
有遺產同樣需徵稅。
此外，房產稅改革也值得關注，因為香港許多人都在

內地擁有房地產物業，由於內地房地產價格近年來不斷
上升，有喜有愁。喜者是投資房地產的物業價值上升而
帶來豐厚的投資利潤；愁的是內地人特別是年輕人收入
有限，很難自置居所，這種情況內地和香港都幾乎一
樣。因而，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想盡千方百計壓抑樓價，
房產稅改革是其一。

黃炘強 資深財經評論員

張敬偉

特朗普成美聯儲「縮表」的「灰犀牛」

美聯儲日前發佈會議聲明，維
持聯邦基金利率1%-1.25%區間不
變，符合市場預期。並宣佈「相
對迅速地」啟動縮表，暗示最早
今年9月開始。
不加息符合市場預期，和之前
美聯儲主席耶倫在國會發表半年
度證詞演說一樣，對加息維持了
相對謹慎的態度。耶倫表現得不
夠「鷹」氣，也在美聯儲內部引
發了爭議，甚至特朗普曾經要拿
掉她的「飯碗」。但是耶倫的立
場自有其道理，美國自從退出量
化寬鬆，這一措施帶來的龐大資
產負債表並未發生多少變化。而
且，美聯儲加息也曾導致全球市
場的紊亂，並且反過來影響美國
市場。所以，中國股市、英國脫
歐都成為耶倫考慮加息的外在因
素。
現在，外部高風險因素基本排
除，美聯儲加息主要是看內
因——美國經濟的基本表現是否
完全符合加息縮表。美國經濟已
經進入了復甦態勢，但還有反
覆，尤其是每年第一季度都會出
現經濟疲態。關鍵是，相關經濟
指標也未達到加息縮表的標準，
譬如通脹率—只有持續穩定在
2%，才能讓耶倫真正「鷹」起
來。
本次議息會議，雖然美聯儲依
然看好美國經濟的基本面，但是
對於通脹和經濟前景，相比過去

的「謹慎樂觀」（穩定增長），
變成了「謹慎」（保持穩健）。
雖然對通脹率回歸2%充滿信心，
但是強調要「循序漸進加息」—
但是對於何時加息並未給出明確
的時間表。分析家認為，耶倫不
能再冒通脹率不達標而加息的風
險。與此同時，加拿大開啟了7年
以來的首次加息，歐洲央行和脫
歐的英國也準備結束量化寬鬆的
貨幣政策。在此情勢下，美元漲
勢受到抑制。

縮表帶給市場難以預期影響
美聯儲不加息符合市場預期，

但還是引起了市場蠢動，導致美
元走低，黃金看漲。從後市看，
美聯儲加息帶給全球市場的影響
可能不會再像以往那麼強。經長
時間的緩衝，市場已經適應美聯
儲的節奏。而且，漸進加息的效
果也使美元利率維持相對較低的
水平，因而市場會波瀾不驚。對
市場影響最大的是美聯儲縮表，
如果從9月開始縮表，超過4萬億
美元的資產負債表，要消化掉絕
非一朝一夕—即使按照每月4千
億美元的規模「縮表」，整個縮
表過程也接近一年。
縮表過程中，也可能會遇到來

自美國和全球範圍的諸多「黑天
鵝」因素。因而，相對美聯儲加
息帶來的全球市場條件反射的惶
恐，美聯儲「縮表」推升的是實

實在在的強勢美元，由此引發的
市場動盪以及強勢美元對美國出
口市場的影響（特朗普重視出
口），預示美聯儲「縮表」之
路絕非一帆風順。更可怕的是美
聯儲還面臨看得見但沒有正解
的「灰犀牛」。
首先是美聯儲是否更換掌門

人？美聯儲內部一直存在換人
的流言。由於特朗普有言在先，
美聯儲換掌門人的說法也不是空
穴來風。但是市場相信，即使耶
倫被換掉，美聯儲也不會改變耶
倫的路線。畢竟，從退出量化寬
鬆到啟動加息，耶倫做得並沒有
錯。美國的經濟成績單，就是耶
倫最好的證明。但是，耶倫謹慎
的「鴿派」立場，也引發了很多
爭議。如果「縮表」過程不順，
耶倫被解職的可能性還是很大
的。
其次是特朗普是最大的「灰犀
牛」。伴隨「通俄門」時間的
發酵，特朗普從「黑天鵝」變成
了「灰犀牛」，美國國會剛剛通
過對俄新制裁，而且給特朗普戴
上了不能擅自改善美俄關係的緊
箍咒。特朗普「跛腳」，其大規
模減稅和基礎設施計劃有流產的
危險，他本人甚至都有提前下台
的可能，成為全球最大的「灰犀
牛」。美聯儲不加息符合預期，
「縮表」預期加強則會帶來難以
預期的市場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