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3日下午，在中國美麗的廈門，
2017金磚5國（BRICS）工商論壇隆重
開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會並發表
了重要的主旨演講。習主席的演講，總
結了過去10年金磚合作的經驗，提出今
後金磚合作、發展新路向，這是金磚新
10年的重要宣言，與會中外商貿及經濟
專家、朋友深受鼓舞，並發出陣陣讚
賞、支持的熱烈掌聲！9月4日，習近平
主席作為東道主主辦國，將與來華出席
論壇的金磚5國領袖會晤並共商未來10
年金磚合作發展路向和大計，並發表聯
合聲明，將金磚合作推向歷史新高峰。
這真是：千年潮未落，風起再揚帆，發
展正當時。依專家及筆者觀察、體會，
其重要意義有三：
首先，習主席的主旨演講，是金磚5
國新10年重要宣言。他歸納為主要4
點：一，金磚發展，應放眼長遠並探尋
結構性改革。這既是中國發展的體會和
經驗，又是其他4國和世界改變發展緩
慢甚至陷入「樽頸」的現實所必須；
二，因為世界並不太平，金磚國家要加
強磋商合作。恐怖主義和孤立主義威脅
世界各國特別是金磚國家的政治、經
濟和發展的安全，故對話、協商和合作
便成為共同的心聲；三，發揮金磚作

用，完善全球經濟治理。習主席重申年
初達沃斯國際經濟論壇和杭州G20峰會
的正確論述，主張開放型和自由化、全
球化經濟，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為此必
須提高開放水平，我們「不是為了瓜分
一塊奶酪，而是要做大大家都能分享的
蛋糕」，讓世界各國人民得益；四，拓
展金磚影響空間，構建廣泛夥伴關係。
這一建議，為今後金磚高屋建瓴，帶向
新起點、新路向、再揚帆，成為不能抗
拒的金磚合作新潮流。

中國經驗為世界樹立典範
其二，為發展全球經濟，中國高瞻遠

矚維護來之不易的和平安定。眾所周
知的威脅中國和世界和平的事實有中
美貿易摩擦、中印洞朗糾紛、中日釣
魚島主權紛爭、美國在南海製造「自
由航行」爭端、東北亞朝核問題等
等，幾乎都衝中國的崛起和發展而
來。然而，就全球「一盤棋」視之，上
述矛盾、爭拗應可以逐一大事化小、小
事化了，因戰略家的戰術運用，妙在運
籌帷幄和心思之妙。故釣魚島已由日本
獨霸而演變為中國巡航並設立東海防空
識別區；朝核問題，美日韓不敢肆無忌
憚動武而美國「紙老虎」現形；南海各

國已與中國達成「南海問題行為宣言」
以對話、協商解決，美國已成孤家寡人
陷於孤立；印度已撤回越界軍人和裝備
回印度國境……兵不血刃，不戰而屈人
之兵，這就是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
大國手的高明戰略决策，目的一個：維
護世界和平，發展全球經濟，鞏固金磚
成果，施展「一帶一路」戰略。中國實
在已擔當起一個大國的責任並舉足輕
重。
其三，中國經驗和成功為世界樹立典
範。人所共知，世界各國正陷入發展
「樽頸」，但中國經濟仍以6.9﹪的速度
高速、穩健前進。習主席選擇在福建召
開金磚論壇，是他曾主政福建有深刻的
創造和經驗；他在主旨演講推介中國由
他主持深化改革開放的創新、協調、綠
色、開放、共享10字方針，是走出「樽
頸」的法門和出路。以中國智慧和走過
的、正邁向康莊大道，巴西、印度、俄
羅斯、南非不就展現了一條可供借鑑的
可行之路麼？
習主席的主旨演講為金磚增添正能

量、擦亮了金磚的光閃閃招牌，指明了
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和而不同、互利共
贏的方向。無論如何估量都不過分，真
是千年潮未落，風起再揚帆！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廈門金磚峰會合作發展是主旋律

廈門金磚峰會
開幕，國家主席
習近平出席並在

國家工商論壇開幕式作主旨演講。作
為中國下半年最重要的主場外交活動
及中共十九大召開前最重要的主場外
交，中國在這次金磚峰會將為完善全
球治理提供新方案，這將是所有與會
國的合作機遇，也將為世界新秩序提
供合作示範。互利共贏發展仍然是金
磚國家合作的主旋律。國家主席習近
平希望，金磚國家能為促進世界經濟
增長、造福各國人民作出更大的貢
獻，中國歡迎其他國家的企業到中國
發展，實現互利共贏。
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演講，回顧金磚
國家合作的10年歷程，總結金磚國家的
合作經驗，更展望未來發展的前景。巴
西、南非、埃及、幾內亞等國的國家元
首、政府首腦也會出席開幕式，並發表
演講或參與議題討論。今年金磚國家工
商論壇將是金磚峰會舉辦9年以來規模
最大的一次，金磚國家和受邀國領導人
都將出席論壇，發表重要演講。毫無疑
問，這些參會國，都是奔合作、攜手
發展而來。

金磚國家互相合作是共同利益
金磚（BRICS）國家，Ｂ代表巴西，
Ｒ代表俄羅斯，Ｉ代表印度，Ｃ代表中
國、Ｓ代表南非。這次受邀國還有埃
及、幾內亞、墨西哥、塔吉克斯坦、泰
國等國的元首。
而在峰會前，中國與印度成功化解了
邊境衝突，減少了可能加劇兩國矛盾甚
至仇恨的風險。這更表明，金磚國家互
相合作大於競爭對抗，互利合作才是金
磚國家的共同利益和目標。
金磚國家的代表都是發展中國家，尋
求合作共贏才是發展良策和方向。當
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反自由貿易，倡導
「美國優先」，保守主義抬頭下，發展
中國家更需要加強彼此合作，在合作中
找尋共贏，才是發展中國家避免受到衝
擊的出路。

金磚國家工商論壇聚焦「貿易與投
資」、「金融合作與發展」、「互聯互
通」、「藍色經濟」四個主題，提出政
策建議和合作倡議。習近平在演講中強
調，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相互提高開
放水平；要讓全球價值鏈優化及重塑，
而金磚國家應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建立良
好的合作機制，同時發揮金磚國家的自
身影響力，促進「南南合作」及「南北
對話」；擴大金磚國家的輻射及受惠範
圍，推動「金磚+」合作模式。
金磚國家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本屆峰

會吸引眾多組織和企業參加，有聯合國
組織、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重要國際
組織，參會企業多達630家，其中包括
80家世界五百強企業和110家中國五百
強企業。
金磚概念首創者、英國經濟學家歐尼

爾曾指出，「金磚國家」的發展與他的
預期一致，現在已佔全球GDP約1/4，
金磚國家經濟發展表現比歐盟更強勁。
其中，中國每3年經濟增長就創造出一
個新的英國。

金磚國家合作空間巨大
金磚國家成立逾10年，成員國經濟佔

全球比重從12%上升至23%，貿易總額
從11%上升至16%，對世界經濟增長的
貢獻率為50%。2016年後，一度衰退的
俄羅斯和巴西，經濟開始復甦，當中以
俄國情況更引人注目。經過兩年的經濟
衰退之後，俄羅斯已經實現了連續3個
季度的主要經濟指標正增長。經濟長期
低迷的巴西，亦很有可能在今年實現經
濟增長，可見金磚國家的合作空間巨
大。
金磚國家內部還有很大的合作空間。

2016年金磚國家對外投資總額約為1,970
億美元，但相互間投資只佔其中約6%。
借助舉辦此次金磚峰會，中國倡議《金
磚國家投資便利化合作綱要》，根據綱
要，今後金磚國家將簡化投資相關行政
程序，為投資者提供一站式服務，讓企
業通過最快捷的方式完成投資，相信這
將有利於金磚國家合作，做大經濟的蛋
糕，分享更多發展的紅利。

黃熾華

千年潮未落 風起再揚帆

湯錦婷這種偏激學生是如何「煉」成的？

據悉，她在發言後得到不少掌聲，
而一直「鼓勵」她的教師自然是拍得
最大力。香港通識科搞了這麼多年，
如果訓練出來的都是湯錦婷這些自以
為有「獨立批判力」，盲目相信戴耀
廷「違法達義」的一套，甚至公然鼓
吹「分離港獨」，這樣根本不是什麼

獨立思考，而是被「洗腦」不自知而
已。湯錦婷的事件反映政治洗腦是如
何荼毒青年，家長將子女交給教師，
但原來學的卻是「違法達義」、「自
決暗獨」的一套，隨時禍害子女一
生，戴耀廷以及一些政治教師以至教
協之流，正是始作俑者。

其實，湯錦婷有這些極端言論不足為
奇，她在早年已經跟隨黃之鋒「學民思
潮」等人參與各種政治行動，包括反國
教事件、背對國旗事件、以至在學校宣
傳「佔中」以至所謂「自決」，她從來
都是一個狂熱的政治分子，及後她更角
逐學校的學生會會長一職，並借會長身
份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這一套伎倆與
「本土派」、「自決派」搶佔大學學生
會作為其基地如出一轍。
學生關心社會政治不是壞事，但如果

變成一班政治狂熱的社運分子，卻顯然
不是社會所樂見，而鼓吹「港獨」更是
法理所不容，學生身份也不是護身符，
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上責任。

被「洗腦」者反「洗腦」真可笑

政治洗腦蔓延至中學生，確實令人
憂慮，這些學生入世未深，沒有足夠
的分辨能力，容易誤信一些同學、師
長的「教導」，從而被別有用心者利
用。湯錦婷在發言中好像是振振有
詞，實質卻是顛倒是非，邏輯混亂，
將鼓吹犯法、推動「自決港獨」視為
「獨立批判思想」，將一切責任都推
向中央及特區政府，言辭用語猶如
《蘋果日報》社評及反對派政客，何
止「不夠體面」，更是不學無術，請
問這些真的是她獨立思考所得來嗎？
她反對所謂國教「洗腦」，但其實她
的腦袋早已被人「洗」去，將社會問
題簡單化、將民生問題政治化、以違
法抗爭作為手段，這些思潮不是已經
「洗」進湯錦婷的腦中？她現在竟出

來說反「洗腦」，不是很可笑嗎？
湯錦婷的偏激言行最多只能說是無

知，但在其背後推動、灌輸他們的「政
治教師」才是無恥，自己縮在背後，不
敢出聲，卻利用教師身份、利用課堂的
機會不斷向學生「洗腦」，宣揚極端思
想，鼓動他們參與違法抗爭，再加上反
對派及其喉舌的鼓吹，戴耀廷這些「教
育界之恥」不斷提供各種歪論，最終出
現了湯錦婷這些偏激學生，反對派是最
大黑手。
香港教育的最大問題，正是有政治勢

力一方面不斷伸入魔爪，散播歪風，一
方面又大力阻止國教及基本法教育，再
加上教協以及一些「政治教師」推波助
瀾，才導致今日的局面。反對派大力反
對國教，原因也在於此。

天水圍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學生會主席湯錦婷，近

日於學校開學禮上的偏激發言，引起社會廣泛爭議。她利用開學

禮的場合大力歌頌幾名因違法而入獄的社運人士，更炫耀自己羞

辱國旗的往績，甚至揚言「爭取香港獨立」。她在發言中更感謝

幾名教師，如果不是他們的「教導」和「鼓勵」，她也不敢發表

這樣的言論云云。

實施國歌法理所當然 反對派勿混淆視聽

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
次會議正式表決通過國歌法
草案，並定於今年10月1日
起正式實施。根據國歌法草
案二審稿規定，明確了演奏
國歌時的禮儀，在場人員應
當肅立、舉止莊重、面向國

旗、行注目禮；不得惡意修改國歌歌詞、以歪
曲和貶損方式奏唱國歌、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
等，違反規定者，初步可由公安機關處以警告
或者15日以下拘留，構成犯罪的話，則依法
追究刑事責任。
兩年前，在本港舉行的世界盃外圍賽，少

數本港球迷多次在賽場上噓國歌，甚至有人舉
起「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橫額，暴露
了本港有少數人民族自尊心嚴重不足，甚至有
暗存分裂國家之心。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曾
作為抗日戰爭歌曲唱響中華大地，激起了無數
戰士、民眾、華人華僑抗日的赤子之心，其激
昂向上的旋律時刻提醒人們，當今的和平昌盛
來之不易，提醒我們對於祖國的富強應感到自
豪、自愛、自強。對香港來說，通過國歌法本
地立法，無疑是一次正本清源，增強市民的國

家民族歸屬感，更給予「港獨」勢力當頭棒
喝。
有反對派中人認為，國歌法是中央強加於

香港的法律，是對香港的干預。更可笑的是，
有人為了抗拒引入國歌法，竟然將唱歌走音、
發音不準或唱錯歌詞當作藉口，聲稱「很難規
範」，將所謂的藝術標準與政治觀點混為一
談，反對的理由荒誕虛弱，根本站不住腳。國
歌法並不是一部針對香港的法律。早在2010
年之前，有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已經建議
制訂國歌法，約束侮辱國歌的行為。制定國歌
法早已成為國際慣例，美國、加拿大都有自己
的國歌法。
香港引入、設立國歌法，並不存在反對派

所言的「箝制言論自由、以刑逼人愛國」的問
題。以現時的國旗法為例，一般的違法行為被
處以第2級或第5級罰款，毋須判監；公開及
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
侮辱國旗或國徽，最高可判3年監禁。違反國
歌法具體的懲處措施，要經過本地立法程序，
相信情況與國旗法相近。引入國歌法「箝制言
論自由、以刑逼人愛國」，根本是混淆視聽，
企圖誤導恐嚇市民。

在高鐵西九龍站實行「一地兩檢」，方便
乘客，節省通關時間，增加香港在大灣區城市
群的發展機遇。高鐵不單能貫通內地的鐵路
網，未來更可通往東南亞，以至中東和歐亞各
國，在「一帶一路」戰略下， 擁有高效便捷
的高鐵是必須的，可以深化香港與沿線國家、
地區和城市的聯繫，促進經濟發展和文化交
流。因此，西九站實行「一地兩檢」有利香港
推動經濟及文化發展。
特區政府公佈西九站「一地兩檢」方案

後，社會上隨即引起熱烈討論。西九站「一地
兩檢」方案是借鏡深圳灣「一地兩檢」的安
排。在一次本中心舉辦的研討會中，很多資深
會員都認同，2007年在立法會通過的《深圳
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可以在西九站參
考、引用。
基本法第7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的

土地和自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由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負責管理、使用、開發、出租或批給

個人、法人或團體使用或開發。在西九站指定
地方租給內地，實施內地法律進行海關、出入
境及檢疫手續，符合基本法。
基本法第20條亦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可
享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權力。基
於這項條文，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06年通過
《關於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對深圳灣口岸港方
口岸區實施管轄的決定》， 在深圳灣港方口
岸區指定範圍實行香港的海關、出入境及檢疫
手續，並適用香港法律，該口岸區視為香港特
區的一部分。
基於此法理，香港和內地就西九站「一地

兩檢」安排達成協議後，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
准，再經香港立法會通過，完全可以在西九站
實施「一地兩檢」，符合基本法和香港的法
律。西九高鐵站的通關方案經過多年的討論，
「一地兩檢」是最利民且合法的方案，應盡快
落實，讓高鐵如期通車。

「一地兩檢」利民合法應盡快落實
岑麗珊 博士 亞洲持續發展中心義務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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劏房問題刻不容緩 政府需有明確政策

香港現時約有10多萬人居
於俗稱的劏房之中，有些劏
房通風差，沒有窗，不見天
日，加上有些單位根本不符
合屋宇及消防條例等，這些
改建的單位的租金也不便
宜，有些以呎數計，比一般

私人單位為高，而且有些劏房的配套設施及環
境也未能達標。
政府對於劏房的態度可以說是「又恨又

愛」，「恨」—有許多劏房已是城市的隱形炸
彈，隨時會出事，面對劏房的隱患，政府未到
束手無策，不過也近乎無能為力。「愛」—是
由於有許多市民正輪候公屋，有部分住在劏房
之中，一旦太大力取締，這些市民的情況可能
會更差，這些劏房成為了過渡性的住房安排。
新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創新提出了政

府為什麼不可以自己做劏房之說，輿論有支持
也有反對，不過非政府組織所能提供的劏房畢
竟有限，如果視劏房作為過渡性安排，非政府
組織所設立的劏房可以標示劏房的「標準」。
有了「標準」，大家可以依從。因此這些劏房
獲政府「認可」。
本人在區議會曾向政府部門要求索取中西

區內劏房的數目，部門的答覆是他們沒有記
錄。本人認為政府應該手建立劏房資料
庫。為了劏房住戶的安全，政府可以要求劏
房的業主向屋宇署登記並提交由政府認可人
士簽發的安全證明書，以確保居民安全。屋
宇署可以在警告無效後，進行釘契，同時也
可以命令業主改善單位之危險情況，其做法
可參考現時取締僭建物的做法。
本港一直存在劏房問題，例如違規在廠廈

改建劏房、劏房呎租貴過豪宅等問題，但政府
應否全面取締或是立法規管劏房？截至2016
年年底，本港最少有15萬個劏房，劏房是不
少等待上公屋人士的棲身之所，政府未必要全
面取締，但必須有政策規管，甚至立法規管，
以保障居住在劏房的住戶。
政府應考慮在符合消防及屋宇條例的規定

下，容許將單位改建成多個劏房出租，每個劏
房面積最少要有70平方呎（設廁所則最少100
平方呎），租金必須按照差餉物業估價署的估
值，再按特定條件出租。在土地供應不足的情
況之下，劏房可能是一個臨時措施。假若租住
人未能負擔劏房租金，政府有需要資助他們有
關劏房租金與公屋租金之差價，領取綜援人士
可領取租金援助。

陳財喜 博士 中西區區議員 香港公共管治學會理事長

■金磚峰會9月3日-5日在廈門舉行。圖為位於廈門國際會議中心草坪前的金磚國
家領導人廈門會晤會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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