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廈門金磚峰會，國家主席習近平強
調，金磚國家應推動「金磚+」合作模
式，打造開放多元的發展夥伴網絡。過
去10年，金磚國家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發
揮了主引擎作用。金磚國家對全球經濟
的貢獻超過50%，其中中國對全球經濟
的貢獻率接近30%。金磚國家走過第一
個「黃金十年」殊為不易，要走好第二
個「黃金十年」，就要積極探索務實合
作新方式新內涵，拉緊聯繫紐帶，讓金
磚合作行穩致遠。

金磚國家在全球治理作用日益重要
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到其他全
球經濟治理機構，金磚國家在全球經濟治
理中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話語權，也在中國
主導下形成了新秩序的力量。這些都有賴
於金磚國家的抱團取暖和機制性合作，以
金磚國家為內核的新興市場也在全球治理
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危機周期對金磚國家的經濟造成了衝
擊，尤其是資源能源和大宗商品的價格暴
跌，讓俄羅斯、巴西、南非等3個資源出
口國家陷入經濟困頓。美國幾輪的量化寬
鬆（QE）和隨後的美聯儲加息進程，更
讓包括金磚國家在內的新興市場資本外流
財政危機和經濟增長低迷。加之俄羅斯、
巴西等或遭遇地緣政治危機，或面臨國內
政治動盪衝擊，面臨更糟糕的經濟形勢。
後危機時代，伴隨美國經濟的復甦，西方
國家和機構開始嘲弄金磚國家「褪去金
色」，更有意分化金磚國家，譬如將印度
和中國進行意有所指的對比，炒作中國崩
潰論，渲染印度超華論。
現實是，中國依然維持中高速經濟增

長，而且供給側改革初見成效。中國主導
的全球治理新秩序初見雛形，從人民幣國
際化的成果（納入SDR貨幣籃子）到亞
投行的成立，再到「一帶一路」倡議獲得
全球響應，中國已然成為全球化的引領者
和經濟增長的推動者。印度則迎來新經濟
周期的高速增長期，俄羅斯、巴西和南非
也從危機中開始復甦。

進入第二個「黃金十年」，金磚國家應
該提升到「金磚+」合作模式，打造開放
多元的發展夥伴網絡。因而，全方位的合
作機制，依然是金磚國家的使命。因而，
「金磚+」的合作模式，具有豐富的內
涵。
首先，緊緊圍繞經濟合作這條主線，落
實《金磚國家經濟夥伴戰略》，推動各領
域合作機制化、實心化，不斷提升金磚合
作的「含金量」。金磚國家雖然國情不
同，發展的階段有差異，但都面臨發展的
共同任務。
因而，金磚國家在落實好既有機制合作

的基礎上，秉承精準合作、彌補短板的原
則，讓金磚國家的經濟合作富有成效。譬
如印度的短板是基礎設施建設滯後，金磚
國家開發銀行可以有針對性地對印度基礎
設施補短板。再如通過金磚國家開發銀行
的金融補償、產能合作，實現金磚國家的
貿易均衡。

加強合作化解分歧
其次，金磚國家在新經濟周期要堅持多

邊主義，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數據顯示，
截至2016年中，由金磚國家發起的反傾銷
調查1713起，反補貼調查35起，保障措
施調查55起，佔全球貿易救濟調查案件總
數量的30.1%。
因而，放棄貿易保護主義，讓金磚國家

成為開放多元的發展夥伴，金磚國家還須
努力，尤其要把握好「小我」和「大局」
的關係。 金磚國家構建自貿區，正是打
破貿易保護主義、減少貿易壁壘的有效手
段。
其三，強化人文和合作，尤其是擴大民
間交流的力度和頻度。金磚國家的官方往
來和經貿合作非常重要，但是民間往來更
能發揮出潤物無聲的作用，能夠消解誤
解，增進了解，增加互信，國相和、民相
親是提升「金磚+」合作的潤滑劑。
其四，通過和平友好和求同存異的方

式，化解金磚國家的分歧。此次金磚領導
人會晤之前，中印洞朗對峙70多天，邊境
衝突幾乎一觸即發，所幸最後時刻化險為
夷。金磚國家應該通過機制合作化解分
歧，避免矛盾擴大。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蔡當局回到「九二共識」才是正途

蔡英文當局終於
頂不住各方的壓
力，也不得不玩起

「丟車保帥」的慣用把戲，讓「行政院
長」林全請辭，由「獨派」色彩更強烈的
台南市長賴清德接任。對此，有評論指，
蔡英文的真實意圖是讓賴清德這個最有可
能與她爭奪下一次「大選」的競爭對手
「死」在「內閣」的墳墓裡，以有利自己
連任。國民黨方面，則直指蔡英文此舉是
為了搶救低迷民調，也就是等於承認過去
一年來的施政路線大挫敗。
筆者認為，林全被廢掉，清晰傳遞出一
個信號，就是蔡英文當局不承認「九二共
識」，破壞兩岸原來和平發展的局面，因
此造成了台灣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方面的
一系列困境，蔡當局儘管使出渾身解數，
拆東牆補西牆，不但無濟於事反而百弊叢
生，激發更多的社會矛盾。而蔡英文的民
望則出現陡坡式下降，具綠色背景的台灣
民意基金會在8月中的民調顯示：蔡英文
聲望「空前最糟」，創29.8%的歷史新
低。其董事長游盈隆表示，蔡聲望短短一
年多出現雪崩式下滑40個百分點，嚴重腐
蝕淘空其領導威信，出現「領導的危
機」。他說，事實上，蔡英文執政困境早

在去年11月就已形成，並且持續了9個
月。
在這個背景下辭職的林全，當然就是

「替罪羔羊」。過去陳水扁就愛用這一
招，他任職8年換了6個「行政院長」。
賴清德不但本身帶有鮮明的「獨派」色
彩，而且也為「獨派」大佬辜寬敏賞
識，主張蔡英文只做一屆就好，2020年
換賴清德選「大位」。自2014年6月，
賴清德為已故台灣知名畫家陳澄波舉辦
畫展訪問上海，其間表示，「『台獨』
是民進黨的主張」、「解決民進黨的
『台獨』黨綱，沒有辦法解決台灣主張
『獨立』的主張」。不久前，賴清德又
於美國洛杉磯演說時鄭重宣示「我主張
『台灣獨立』的立場沒有任何改變」。

賴清德是蔡英文最大競爭對手
其實，很早民進黨黨內就有聲音要求林

全這個「老男藍」下台，改由賴清德接
任，但是，賴清德則屢屢公開表示「興致
缺缺」，無意擔任「行政院長」。因此，
這次蔡英文換馬，台灣政壇最為關心的
是，為何賴清德「回心轉意」？他打的是
什麼算盤？
無論如何，賴清德都是蔡英文在民進

黨黨內最大的競爭對手。有分析指，蔡
英文原來不讓林全下台讓賴清德接任，
就是怕他累積政治資本，超越自己；而
賴清德不願接任，則是因為怕做了「行
政院長」不但不會增加民望，反而做得
好功勞是蔡英文的，做不好就如同林全
一樣代為受過。事實上，在台灣的制度
下，「行政院長」只是工具而已，誰來
當都是消耗品。
到底，這次新的人事佈局民進黨內是如

何擺平，蔡英文和賴清德各有何種政治盤
算，民進黨內的各個派系又是如何勾心鬥
角，黨內大佬如何操作，有待揭曉，但
是，更加「獨」的賴清德接任並無法扭轉
蔡當局的施政困局，則是可以肯定的。
這也可以從林全辭職滿臉笑容、賴清德上
台一面愁容，可見一斑。
蔡當局的困局，根子在於不承認「九二

共識」，破壞了兩岸和平發展的基礎，失
去了大陸給予的種種「紅利」，而台灣經
濟的發展又離不開大陸這個大市場。事實
上，蔡英文的困局從他們在馬英九時代反
「服貿」，反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就種下
了。蔡英文只有回到「九二共識」的正
途，台灣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才會獲得
新的機遇。

張敬偉

「金磚+」模式讓金磚合作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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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保護國歌 立法規管理所當然

國歌立法並非我國獨有，世界上很
多國家都已立法保護國歌，確保國歌
得到應有的尊重。俄羅斯、馬來西
亞、加拿大等國專門制定國歌法，新
加坡、日本、菲律賓則將國歌、國
旗、國徽一併立法，綜合規管。本港
反對派視香港引入國歌法為洪水猛
獸，明顯不尊重自己國家，不尊重作
為中國人的身份。

引導市民尊重國歌
什麼時候、什麼場合應該奏唱國歌？
什麼場合禁止使用國歌？奏唱國歌，大
家應該怎樣做，應有什麼禮儀？侮辱、

誣衊國歌有什麼法律後果？一直以來，
因為沒有像國旗和國徽一樣有相關法律
的規管，本港有股不正當使用國歌、不
尊重國歌的歪風，例如把國歌用於商業
用途，甚至在私人婚嫁喪葬場合使用，
損害國歌的尊嚴。國歌法的出台正好填
補法律漏洞，使港人更嚴肅認真對待國
歌，促使更多人尊重國歌。
國歌法是一條全國性法律，適用於全

國範圍，包括香港及澳門特區，立法不
是針對香港。筆者認為，國歌法更有在
香港實施的必要。近年「港獨」思潮氾
濫，在公眾場合噓國歌，不尊重國歌，
例如奏國歌時大聲喧嘩、不肅立的情況

時有出現，在網上更出現所謂二次創
作，以粗口改國歌歌詞，侮辱國歌。此
等行為等同侮辱國家，必須立法禁止。
國歌法可警惕「港獨」分子及其他滋事
分子，侮辱國歌是違法犯罪行為，會被
追究刑責。
一如既往，反對派得知國歌法將引入

香港，迫不及待發表一些可笑的「擔
憂」言論。明眼人一看便知，其目的只
是恫嚇港人，製造反對聲音。反對派指
國歌法立法後，市民的言論自由將受到
限制，又認為難定一套衡量是否尊重國
歌的客觀標準，並擔心會成為「濫捕濫
告」的藉口。

「濫捕濫告」危言聳聽
反對派議員郭榮鏗更質疑，演奏國

歌時，甚麼叫站得莊重，甚麼叫站
直，推說這些都是很抽象的概念。身
為大律師的郭榮鏗，竟然提出如此低

水平的問題，簡直是侮辱市民智商，
暴露其堆砌借口反對國歌法。反對派
又說唱國歌走音也會犯法，這更是危
言聳聽，恐嚇市民，刺激抗拒國歌法
立法的情緒。
國歌法明確規定，國歌須列入中小學

的教材，讓學生了解國歌的歷史和精神
內涵，遵守奏唱國歌的禮儀。因此，為
國歌法立法可教育下一代尊重國歌，是
一種愛國教育，可引導市民尊重國家，
喚起市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本來對國歌的尊重應該發自內心，不用
法律來強制執行。國歌法立法與否，不會
影響絕大部分港人的愛國情懷、對國歌的
尊重，亦不會對港人的自由有任何影響。
當然，對於一小撮不尊重國歌的人來說，
國歌法就起到很好的教育及警惕作用。
全國人大常委會已通過國歌法草案，

並於10月1日起生效。律政司司長袁國
強表示，國歌法要完成本地立法才會實

施。情況就像國旗法、
國徽法一樣，港人更不
必擔心權利和自由受
損。香港以基本法附件
三的形式引入國旗法、
國徽法，已實施20年
了，從沒有「濫捕濫
告」的情況出現。如果不是鼓吹「港
獨」、顛覆國家，不故意搞事，挑戰法
律，對國歌法立法又何懼之有？市民奉
公守法根本無須擔心，國歌法立法對港
人生活不會有任何影響。
尊重國歌是一國國民應有之義。香港

回歸祖國已經20年，雖然實行「一國
兩制」，但香港屬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是中央轄下的特別行政區，港人有
責任尊重國歌，就像子女孝順父母、學
生尊敬師長一樣，是作為公民的基本禮
貌和要求，相信港人一定會支持對國歌
法立法。

國歌是一個國家的象徵，代表着國家民眾的尊嚴， 承載愛國

情懷，激勵國人奮勇前行，奏唱國歌絕對可以激盪人心、團結國

人。國歌，就像國徽和國旗一樣，應受到尊重和保護，立法規管

不適當使用國歌及禁止侮辱國歌的行為，理所當然。

從颱風中看城市管理能力
顏汶羽 青年民建聯主席

每次颶風襲港也是測試
我們的城市管理能力，特
別是香港社區的排洪能
力。筆者記得昔日觀塘市
中心、上環一帶都是水浸
非常嚴重的黑點，經過政
府連番努力，大大提升了

這些區域的排洪能力，減輕了水浸帶來的損
害。
雖然如此，香港每次颱風襲港期間，鯉

魚門、大澳、杏花邨等地區仍然是水浸的黑
點。政府除了提早預警、及時疏散居民暫離
居所外，政府亦要思索如何減低因颱風、大
潮而造成的損害，如加高防波堤，提升渠道
排水能力等等。另外，今次「天鴿」襲港，
出現了沙田城門河、大埔林村河等水位高

漲，令行人隧道、單車路均遭受水淹，形成
危險。政府亦應借助今次的經驗，檢視渠道
的容量、排水口的設計及位置，提升排洪的
能力。
相對於其他城市，每每因颱風影響的關

係，經常要停水停電，香港的城市管理能力
及預報機制也表現十分優良，實有賴我們優
秀的公務員及公共事業機構團隊時刻的專業
服務、敬業樂業的精神。
香港地少人多，每個改動都會影響市民

日常的生活，簡單的封路也為市民帶來不
便。但為了準備好應對暴雨、颱風等自然現
象帶來的負面影響，公務員團隊為了平衡兩
者已是十分艱難，香港市民亦應透過今次颶
風的經驗，更要容忍政府未雨綢繆的工程，
以免帶來一發不可收拾的緊急應變影響。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在今年5月和9
月先後在《蘋果日報》撰文，意圖在澳門發
起「雷動」計劃，影響澳門將會舉行的立法
會選舉，戴耀廷指「天鴿颱風徹底暴露了澳
門管治的根本問題，就是沒有有效的民主監
察」。戴耀廷借澳門風災，將所有責任歸咎
於澳門政府，完全是嫁禍特區。天然災害誰
都不想，天鴿颱風直吹澳門，多區抵受不了
百年一遇的雨水，導致傷亡絕對是不幸，但
不能完全將責任推到立法會對政府監察無
力。
戴耀廷借風災挑燈撥火，目的是為澳門

製造混亂，一來可以向外國勢力展示他不
但有能力發起「佔中」亂港，亂澳亦有一
手，有助他繼續收取「捐款」。二來眼見
習近平主席來港視察後，香港形勢轉好，
反對派聲勢大幅下挫，法庭亦對違法「佔
中」有關之人士合理地判刑。戴耀廷明白
到他自己在香港的價值日漸消失，窮途末
路下仍希望澳門可以成為他的「基地」。
不過，澳門在實施「一國兩制」方面取

得成功，澳門回歸以來在兩任特首、四屆
政府的領導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2016
年澳門的本地生產總值較回歸前增長5.9

倍，人均收入達到6.9萬美元。回歸以來，
澳門加強了法制建設，保證了基本法的落
實，治安、經濟狀況明顯好轉，政府行政
效率明顯提高，都是澳門成功實施「一國
兩制」的具體表現。而且澳門民眾有着優
秀的愛國主義傳統，數以百計的社團是愛
國愛澳的棟樑，戴耀廷對澳門一知半解，
盲目地借風災撥火，其計劃必定會石沉大
海。
戴耀廷在《蘋果日報》的文中指「澳門

支持雙普選的選民，可以自行組合成八人一
組的團隊，一組人投票前分配清楚組內每個
人是投票給哪張雙普選名單，務求能平均分
票予有機會勝出的雙普選名單。」他在9月
份進一步指應「透過社交媒體及手機通訊程
式的群組，在澳門選民中傳開。」根據澳門
立法會選舉法第165條，對任何選民使用暴
力或威脅手段，又或利用欺騙、欺詐手段、
虛假消息或其他不法手段，強迫或誘使該選
民按某意向投票或不投票者，處一年至八年
徒刑。戴耀廷欲在澳門呼風喚雨肯定失敗告
終，再者以虛假消息來吹捧某些候選人更是
違反選舉法，澳門司法警察局應對違法行為
果斷採取行動。

戴耀廷澳門「雷動」涉違法 司警應徹查
季霆剛 浙江省政協港澳台僑委員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反對派向司法機關施壓是徒勞的

法治是香港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也是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
心的制度性基石，可謂香港賴以成功的支
柱。然而，反對派近年卻多次無視香港的核
心價值，為求政治利益，不惜多番踐踏法
治，發起違法「佔中」和旺角暴亂，多次衝
擊香港的公共設施，拒絕依法宣誓等，相信
大家仍歷歷在目，記憶猶新。
反對派近年多次發起違法衝擊行動，以

激進行動來引起注意，得到了一些政治利
益，有些年輕人更因而迅速上位，甚至在短
短一兩年時間便超越了一些反對派資深政
客，得票超過他們，背後是不可能沒有法律
代價的。不然的話，人人都以激進的違法手
段來提升知名度，及後卻沒有任何法律代
價，香港豈非大亂？
故此，近日本港法院接連對幾宗違法事

件作出裁決，更有一些多次參與違法行動的
年輕人被判入獄，起到了撥亂反正和遏止歪
風的作用，也向社會釋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
訊息，違法不可能沒有代價！
法官依法判刑，有理有據，卻被反對派

扭曲成「政治打壓」，認為裁決背後有政治
考慮。筆者認為，反對派的回應再次顯示了
其不知悔改的態度，仍然未深刻認識到違法
衝擊對本港法治的損害！
正如筆者所言，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與國際社會對香港法治的信心是息息相
關的，反對派妄稱律政司履行維護法治的
職責是政治打壓，甚至公開質疑法院的判
決，大大衝擊了社會各界，以至國際社會
對本港法治的信心，這可謂對香港的「二
次傷害」，難怪連日來都有重量級法律界
人士發聲批評反對派，包括好幾位前大律
師公會主席和法官等。試問一下，究竟是
反對派的政客，還是法官和大律師公會主
席對香港的司法狀況更加有發言權呢？答
案是不言而喻的。
更可笑的是，反對派不斷聲稱遭受「政

治打壓」，聲稱律政司的上訴有政治考慮，
另一方面卻又以政治和輿論手段向律政司和
法院施壓，到底誰才是施加政治壓力的一方
呢？反對派是否再次賊喊捉賊？相信公道自
在人心。

溫忠平 新社聯副會長

黃國恩 執業律師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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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晚，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九次會晤文藝晚會《揚帆未來》在廈門閩南大戲院舉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