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25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率領新當
選的第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團隊同
中外記者見面，並向世界展示了中共新一
屆領導核心的「新形象和領航開局的新氣
象」。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再次明確未
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
展方向和奮鬥目標，並劃定未來完成階段
目標任務的時間窗口和歷史坐標，再次重
申了中國共產黨偉大的歷史擔當與使命責
任。
共產黨人一貫牢記毛澤東主席將馬列主
義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而提出的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這也是
中國共產黨能夠團結中國人民，領導社會
主義革命由勝利走向勝利的制勝法寶。習
近平指出，「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就是我們黨的奮鬥目標！中國共產黨能夠
帶領中國人民進行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
也能夠進行偉大的自我革命。進入新時代
要有新氣象、更要有新作為！作為世界
第一大黨要有大黨的樣子！中國共產黨
立志於中華民族的千秋偉業，百年大黨
恰是風華正茂！」這正是中國共產黨對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
理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

的不斷豐富、創新和發展，符合中國共
產黨立志千秋偉業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發展實際，及與時俱進，不斷革
新的內在發展要求。
中國未來發展的大方向已清晰，奮鬥

目標已明確！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
將繼續高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道路的大旗」，領航新時代！我們都將
成為實現未來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
現中國領土完全統一，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歷史見證者和參與者！
當前舉國上下掀起學習領會十九大精

神的熱潮，我們應緊緊抓住六個關鍵詞
即：「決勝、新時代、領航、方向、奮
鬥目標和必要條件」。即：中國共產黨
將「領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進入新時代，並將「決勝」首個一百年
奮鬥目標即：到中共建黨一百周年時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部實現「真
脫貧、脫真貧」，不讓一個人掉隊。同
時將迎來第二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到新
中國建立一百周年時「建成富強、民
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
化強國」的開篇佈局。因此，中共十九
大選舉產生的黨中央領導核心，將更加
有力地團結、凝聚全黨和全國人民意

志，高舉「新時代中國社會主義道路」
的大旗！領航中國未來的發展戰略大方
向，開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
偉大新時代。
中共8,900多萬黨員將緊密團結在以習

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構建工作新
氣象，展開新作為，打造建設新形象。
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更當堅定信心，即
是要堅定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堅決維
護黨中央權威和國家領土完全統一，及
國家安全利益，不斷實踐、豐富和發展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澳人
治澳」方針政策，繼續沿着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方向，朝着國
人期待的願景目標（實現兩個一百年奮
鬥目標），不忘初心（全心全意為人民
服務），不斷實踐和豐富發展馬克思列
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腳踏實地、砥礪奮進！有中國共產黨的
堅強領導，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思想的正確指引，中國兩個一百
年奮鬥目標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
夢就一定能夠實現。

馬建波 資深評論員

十九大新班子展現新氣象

房屋政策應優先扶助基層

特首林鄭月娥在《施
政報告》提出興建「港
人首置上車盤」，並將
「白居二」計劃恒常
化、大量增加「綠置
居」，原意是完善香港
的住屋階梯，為青年人

重燃置業的希望，其出發點是值得肯定
的。
然而，無論林太提出怎樣的新房屋方

案，最根本的問題始終是地從何來？在
《施政報告》中，林太提到會把4,000
多個在火炭的新公屋單位轉為「綠置
居」出售，即把政府的資助房屋由左手
交至右手，其他輪候公屋的市民怎會不
受到影響？此外，港府還計劃選取一幅
位於觀塘安達臣道的住宅用地推行「港
人首置上車盤」先導計劃，提供約
1,000個首置單位，為何政府不優先考
慮興建居屋？政府背後的考慮是什麼？
可見，倘若港府不致力開拓土地供應，
無論推出怎樣的資助置業計劃，都只是
「拆東牆補西牆」，最終只會令公屋輪
候的時間進一步延長，對社會最基層的
市民一點好處也沒有，反而引致更大怨
氣。
特區政府以資助置業為主導的新房屋

政策，背後引伸出一個非常重要和根本
的問題，即公共資源的分配問題。在資
源有限的情況下，港府應優先協助社會
最低收入的人入住出租公屋，還是協助
一些有一定經濟能力，但未能負擔私樓
的市民置業？這是一個政府必須正面回
應的問題。在這樣的憂慮下，早前有報
道指出特首認為80萬個公屋單位已「足
夠」，怎不引起社會譁然？
筆者認為，在部分公屋轉為「綠置

居」，新建公屋供應量減少，公屋輪候
時間延長的情況下，港府有必要為正輪
候公屋的市民提供資助，減輕這些上樓
遙遙無期的市民的壓力。例如，港府可
為輪候公屋超過三年的市民提供租金津
貼，肯定會贏得掌聲。
此外，如特區政府有意完善住屋階

梯，增加公屋的流轉性，何不考慮重推
「租置計劃」？即容許市民購買正租住
的公屋單位。筆者認為，重推「租置計
劃」有幾大好處，一是滿足基層市民的
置業夢；二是提供公屋單位流入資助房
屋市場，增加市民的細價樓供應；三是
讓公屋住戶也能享受到資產增值的紅
利，分享到經濟的發展成果。作為立法
會議員，筆者聽過不少市民的意見，知
道這也是一個會贏得掌聲的政策。

柯創盛 香港群策匯思主席、立法會議員
許 楨 博士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

紀念與思考《資本論》面世一個半世紀

是月7日，乃俄國十月革命百年慶；
而早前，更是馬克思《資本論》出版一
個半世紀紀念。從普魯士到布魯塞爾，
從巴黎到倫敦；共產主義革命從馬克思
走到列寧，剛好半世紀。其發展之速，
或亦出於該猶太裔哲學家意料之外。到
了今天，蘇聯的興衰始終是 20 世紀環
球史頭等大事。 另一方面，當世界即
將邁向 21 世紀的中段，發生在十年前
的美歐金融海嘯，卻警醒着人們，馬
克思的預言並不遙遠。蘇聯的故去、
蘇共的散聚，並非法蘭西斯．福山所
謂《歷史的終結》。相反，經過日月
錘煉的馬克思主義，仍然啟迪着人類
走向未來。在這一刻，我們仍有鑽研
其經典，與現實相印證、再思考、再
出發、再運用的價值。認識原始馬克
思主義的局限，與認識其生命力，同
樣重要；而當中，《資本論》始終佔
據核心中的核心位置。
馬克思深受自馬丁．路德以來，普魯士
新教文化所影響。一方面，有其叛逆性、
追求個性解放的精神特質；另一方面，也
有運用傳統普魯士、法國浪漫詩人的傳統
傳意技巧。毋庸爭辯，不管是褒是損，
《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在這方面確
實發揮得淋漓盡致。
馬克思的一生並不如意，在巴黎的日子

尤其不如意，其重要著作一律在其生活較
穩定的倫敦年歲裡面世。即便如此，也不
能低估法國哲學家盧梭對其精神深處的影
響。中國人對此不應陌生，史遷寫史，就
是情理兼備、融情入景，沒有所謂絕對的
主觀和客觀；其實秉承了孔子《春秋》筆
法的傳統—對於大歷史的論述，其實包含
着對當代冷峻的觀察、對世人熱切的關
懷。
寫《共產黨宣言》的是馬克思，寫《資
本論》者，也是馬克思；其革命領袖與社
會科學家身份並存，從來不應該是後世研
究者應當迴避的歷史事實。直到今天，馬
克思學說的成功，體現在150年過去，支
持與反對兩大陣營仍然圍繞「剩餘價值」
概念而爭論；即證明馬克思的洞見，相關
發現的時代意義。
就像牛頓時代的天體物理學家，透過

「光色譜」中的「黑線」，一步步推斷、
論證出「電子躍遷」、「暗物質」一樣；
馬克思透過分析人類發展歷程的上、下層
結構，指出「剩餘價值」的存在，而由
「剝削」建構的權力關係，最終亦為階級
革命所終結。由此，我們便可辯證地理解
「市場」在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在一定
科技及制度條件下，會緩和「資產階級—
無產階級」的對立，但終歸解決不了兩者
根本的矛盾。

美歐金融海嘯，就是因為國際大都會的
資產階級，透過剝削勞動者的剩餘價值，
而累積了無法消費、又難以投入實體經濟
的龐大資金。最終，相關資金的閒置，催
生了複雜的金融衍生工具，最終帶來了災
難。有意思的是，跨國金融財團，尤其是
投資銀行的主導權，並不操控在股東會、
董事局手中，而是由所謂「職業經理人」
代行。
金融機構的權、責相分離，造成風險

由股東、存戶所負；但收益透過薪金、
分紅，以「工資」的形式進入所謂「職
業經理人」或「投資專員」袋中。此一
現象，在諸多馬克思、列寧著作中，都
無法預見。「剩餘價值」以前所未見的
方式轉化，所謂「職業經理人」、「投
資專員」並非傳統意義上的資產階級；
所掌控的「生產工具」也全面虛擬化。
以此為背景，所謂「Fintech」、所謂
「金融科技—科技金融」，將為人類社
會帶來怎樣的挑戰與機遇，就實在值得
人們用最深邃的思考作檢驗。馬克思可
不是福利主義者，對於「第一次分
配」、甚或「第零次分配」—生產資料
的掌握，是「剩餘價值」理論的精髓。
如何更新《資本論》、如何補充《資本
論》，由全球化帶來的挑戰，正是最合
適的「道場」。

中小投資者跟「明燈」考驗智慧

近期，有一種市場觀點認為，對於一
些中小投資者來說，與其依靠自己的能
力去炒股，還不如緊盯着大資金大機構
的步伐，以求獲得更好的投資回報預
期。正是帶着這樣的想法，近年來比較
活躍的大資金大機構，被視為投資「明
燈」，其步伐引起了一些中小投資者的
高度關注。而活躍的養老金、社保基金
以及證金公司，正是這些大資金大機構
的代表。對於這些 「明燈」代表，中
小投資者該如何關注，選擇把握呢？
先說養老金。進入2017年以來，市場
熱議多時的養老金正式入市，可謂是千
呼萬喚始出來。不過，養老金作為老百
姓的「保命錢」，其投資運營更應講求
安全性與分散性等投資原則。不過，鑒
於在以安全性、靈活性為原則支配下的
養老金入市投資，其股票配置情況是經
過了多方的嚴格篩選，因而，具有一定
的參考價值。在信息不對稱的前提下，
投資者可以通過對養老金投資股票的具
體標的進行對比和篩選，從中優化、選
出更加具有投資價值的上市公司來作為
中長期的投資。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信
息披露以及信息公開的滯後性等因素的
存在，如果股票價格遠遠高於養老金的
平均持股成本，就不宜過分樂觀，而應
繼續觀察。
再說社保基金。較之於入市時間並不

長的養老金，在市場上頗具影響力的社
保基金與企業年金，其入市時間相對比
較長，而且其投資回報率相對較高，以
至於跑贏過同期的市場指數。實際上，
社保基金的倉位調動與股票配置，通常
都是經過了嚴格的分析與篩選，對於其
持續重倉的股票，假如其股票價格依然
保持在低位震盪的運行區間，在此基礎
上，結合一些具體的其他基本面與技術
面的實際狀況，從投資的回報預期以及
投資的安全性等標準來考量，比起其餘
的股票可能更加值得中小投資者關注。
最後說證金公司。在實際操作當中，
證金公司正式舉牌的上市公司為數不
多，不過，一些上市公司「買而不舉」
的現象屢見不鮮。這種「買而不舉」的
行為，可能會在隨後的某一段時間裡出
現減持的風險。由於市場公開數據的滯
後性，以及信息不對稱的因素，中小投
資者很難準確把握住證金公司一舉一動
的投資步伐。
有些投資者將一些大資金大機構的投

資步伐視為投資「明燈」，跟着「明
燈」的步伐，以此來尋找心理安慰。這
種做法有一定的可行性，但須視情況而
定，不可迷信。如何緊盯大資金大機構
的投資步伐，規避公開信息披露滯後的
風險，戰勝市場、戰勝大資金大機構，
非常考驗投資者的投資智慧。

李 勇 中興匯金高級研究員

特朗普訪問中國的天時地利人和

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美國總
統特朗普昨天開始，對中國進行為期三
天的國事訪問。這是特朗普任內首次訪
問中國，也是中共十九大後第一個訪華
的國家元首，更是對習近平主席訪美的
積極回應。
中美兩國都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又

是當今世界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兩國的
經濟總量加起來超過30萬億美元，中
美在諸多領域有競爭、更有合作。習近
平主席曾以「太平洋夠大，足以容納中
美兩國」回應人們對中美關係的關切，
並提出建立新型大國關係「不衝突不對
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14字原
則。習主席的這一重要理念已被美方所
接受。中美關係堪稱當今世界最重要的
國家關係，兩個大國之間的一舉一動，
都牽動着全球的「神經」。中共十九大
剛剛閉幕，特朗普選擇這個時候訪問中
國，可謂先佔天時、更具地利、盡顯人
和。而中美互動釋放的信號，也值得香
港各界關注和思考。

十九大釋放中美關係利好信號
中國人辦事喜歡講：「天時，地

利，人和」。這是事物發展的客觀條
件。剛剛閉幕的中共十九大釋放出的
諸多信號，就是有利於中美關係持續
健康發展的「天時」。主要有以下兩
大利好：
一是新型大國關係。十九大報告指

出：「推進大國協調合作，構建總體
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這一
表述與習主席早先向美國提出的「新
型大國關係」原則一脈相承，通過十
九大報告將這一個原則固化，表明這
是一項長期堅持的政策，更具權威
性、穩定性、持久性。這表明，中國
要成功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不準
備走「新興大國挑戰傳統大國」的老
路，中國的崛起，不會挑戰美國的
「老大」地位，不會損傷美國的利
益，不會對美國構成威脅，「中國
夢」是合作共贏的「大國夢」，而不
是「你死我活」、弱肉強食的「霸主
夢」，美國盡可放心！
二是全面對外開放。十九大報告指

出：「實行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便利化
政策，全面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
清單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寬市場准入，

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保護外商投資合
法權益。」這是中國對包括美國在內的
世界各國全面開放的鄭重承諾。中國商
務部數據顯示，到2016年底，中美貿
易達到5,196億美元，同時，中美雙向
投資迅猛增長，到2016年底已累計超
過1,700億美元。中美經濟實質上已成
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
體。這個承諾可以打消美國公司對中國
營商環境的疑慮，隨同特朗普訪問中國
的29位商界領袖盡可放心，與中國投
資、貿易、合作的成千上萬家美國企業
更可安心。

禮儀之邦樂見美國總統知華懂華
特朗普此番訪問中國，雖然是中國的

主場外交，但特朗普兼具「地利」與
「人和」之便。概括起來，有以下三
點：
其一，中國乃禮儀之邦，熱情好客
乃中國傳統。「有朋自遠方來，不亦
樂乎。」不管什麼人，不管過去曾經
有過什麼恩怨，只要你是為友誼而
來，為合作而來，中國人都伸出雙
手，熱情歡迎。當年尼克松訪華的
「破冰之旅」如此，今天特朗普在中
國迎來新時代的特殊時刻訪華亦是如
此。這從習主席和夫人彭麗媛昨天下
午在故宮博物院親迎特朗普和夫人梅
拉妮亞，並在故宮寶蘊樓茶敘，可見
一斑。中國人有足夠寬廣的視野和胸
懷！
其二，中國希望美國總統深入了解中

華文化。習近平主席多次強調，中美關

係「合則兩利、鬥則俱傷」。那麼，怎
樣增加「合」的成分、減少「鬥」的幾
率？關鍵是要相互了解。民調顯示，中
國人對美國的了解程度，遠遠超過美國
人對中國的了解程度。由於了解不夠，
一些美國人對中國心存偏見，這是中美
時常出現摩擦的深層次原因。作為政治
人物，更應增進了解。因此，中國希望
特朗普通過了解中國歷史文化，改變對
中國一些不合時宜的看法。
其三，習主席與特朗普建立了良好的
私人友誼。領導人的友誼，無疑對國與
國關係產生巨大作用。特朗普當選總統
不久，習主席就在今年4月對美國進行
工作訪問，中美元首在海湖莊園會晤，
特朗普與習主席進行了深入交流，兩國
元首建立了私人友誼，此後雙方多次就
國際熱點問題電話交換意見。特朗普曾
多次表達了對習主席的敬佩之意，並希
望今後有機會到上海、西安看看。這些
因素，都為中美關係的發展、深化、升
華加分。

從中美關係大局把握香港未來
分析特朗普此番訪問中國的天時地利

人和，不難看出，中美兩國有分歧、有
摩擦，但「合作共贏」的主基調是不可
改變、也不會改變的，中美關係一定會
在一路磕磕碰碰中走向更美好更穩定的
未來。「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既要有
國際視野，也要有國家視野；既要看今
天，也要看明天。應從中美關係大局把
握香港未來。最重要的是看清以下兩
點：

第一，美國政府絕不
會為「港獨」背書。近
年來「港獨」勢力泛
起，有一些或明或暗的
勢力在港活動。這讓
「港獨」勢力受到「激
勵」，有「港獨」分子
竄到美國尋求更大支持。這些小動作其
實很幼稚。中國和美國之間存在着巨大
的政治、經濟利益，雙方的合作是全方
位的，「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是中國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早已得到包括美國
在內的國際社會一致認可，美國政府絕
對不會為了幾個跳樑小丑，冒天下之大
不韙，為「港獨」背書，置自己於不仁
不義、無法無理、背信背友之境地。
第二，良好的中美關係將惠及香港。

回顧兩國建交近40年來，中美之間的
合作給兩國人民帶來巨大利益。如今，
由於中美經濟結構有巨大差異，注定了
雙方還有廣闊的合作空間。中美開放合
作將為香港帶來發展機遇。香港在貿
易、金融、法律、仲裁等領域的優勢和
經驗，完全可以在中國內地與美國的合
作中發揮「穿針引線」的作用，只要抓
住機遇，運作得當，可以收穫豐厚紅
利。
我們常說：「國家好，香港好」。
中國和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
體，借用這一說法的思路，可以說：
「中美關係好，世界好；中美關係
好，香港好。」願香港社會各界和廣
大市民能明白、贊同、把握這個樸素
的道理！

剛剛閉幕的中共十九大釋放中美兩國關係利好信號，此為「天

時」；禮儀之邦樂見美國總統知華懂華，此為：「地利」和「人

和」。中美關係「合作共贏」的主基調是不可改變的，一定會走向

更美好的明天。「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應從中美關係大局把握香

港未來，明白「中美關係好，世界好；中美關係好，香港好」這個

樸素的道理。

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港區上海市政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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