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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西參選人姚松炎收到選
舉主任口頭確認其提名有效。
在此之前，不少人均認為，姚
松炎去年曾被法庭DQ，不應
該再獲得參選資格。而即使是
反對派及姚松炎本人，亦早已
「打定輸數」，實行「哀兵戰

術」，在所謂「初選」中制定Plan B。因此姚松
炎獲得參選資格，不僅社會各界感到費解，就
是姚本人及反對派，大概也感到十分意外。
對於姚松炎今次過關，而「香港眾志」的周

庭則被DQ，有反對派人士認為是特區政府善於
做期望管理，甚至是分化「泛民」。有反對派
政客更挑撥離間，認為姚能入閘或是「中環成
功抵抗西環」云云。按特區政府說法，提名是
否有效，都是按法律作出考慮。選舉主任去信
姚松炎提出問題，他的答案是什麼，是最後階
段一個重要考慮。

對「港獨」「自決」態度曖昧
姚松炎過往與「港獨」「台獨」勢力過從甚
密，在「港獨」「自決」等重大原則問題上態
度曖昧。姚松炎早在2015年「社區公民約章運
動」的聯署人簡介會上，提出「四公四零」八
個重點，其中「四公」之一就是所謂「公民自
決」。由此可見，姚松炎比「香港眾志」更早
提出「自決」的概念。
去年11月底《蘋果日報》「姚松炎去馬！自

決派推舉出戰九龍西補選」的報道，指「自決
派」及「本土派」已找到其他人選代替出戰，
消息指他們成功游說姚松炎出戰九龍西立會補
選。同日《明報》政情專欄亦報道：「自決派
近日積極游說姚松炎轉戰直選，並向不同泛民
人士查詢意見」。由此可見，姚松炎與「自決
派」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此次補選關頭，姚松炎就選舉主任着他釐清

的四大問題作出回應，標榜自己忠實地和真誠
地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得以「過關入
閘」。他的表態是由衷之言還是巧言令色，必
須聽其言、觀其行。
縱觀姚松炎多年來的言行，他的表態是否真

誠，需要打一個問號。姚松炎在前年立法會就
職宣誓時蓄意加料，加入「定當守護香港制度
公義，爭取真普選，為香港可持續發展服
務」，因此喪失就任資格。他多次攻擊法庭判
決結果和人大釋法，更在抗議遊行中手持「主
權在民」橫額。他曾發表「高度自治其實就是
『自決』」的言論；在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
室、香港政界都批評「時代力量」所搞的論壇
是「台獨」勾結「港獨」時，依然赴台出席。
姚松炎標榜自己「忠實地和真誠地擁護基本
法」，符合事實嗎？
姚松炎聲言，「香港眾志」周庭被DQ是「違

法違憲」，並聲言選舉主任沒有跟足法定要求
云云，這與他回答選舉主任的四個疑問與「港
獨」及「自決」劃清界線又自相矛盾。周庭一

直以來都是「香港眾志」的負責人，而「香港
眾志」所謂的「民主自決」「策動公投」，背
後就是「港獨」，而「港獨」完全是違反憲法
和基本法的，選舉主任依法取消周庭的參選人
提名資格，理據充足合適，決定合法合理。

須聽其言觀其行
姚松炎擅長自製白色恐怖，民建聯鄭泳舜在

電台舉行的立法會九龍西補選選舉論壇上，批
評姚松炎妄想被取消資格，而姚不斷分化、誤
導，製造白色恐怖，由宣佈空降以至現在，姚
每日都在facebook發帖稱自己兩度被取消資格，
但這個講法已徹底被揭破，這些正是反對派的
伎倆，完全誇張、失實和誤導。
姚松炎被問及如果重返議會後會否繼續拉

布，他回應稱：「我入到去一定會全力阻止建
制派拉布」，又指建制派不停搞流會。如此顛
倒黑白屈建制派拉布，顯示姚松炎毫無實事求
是之心，而有混淆視聽之意。
對於姚松炎是否迷途知返，必須聽其言觀其

行。如果將來他又作出背離基本法的言行，絕
不是過了海便成神仙。人大釋法已確立了立法
會議員必須遵從基本法的要求，不會因為個別
候選人是否過關「入閘」有任何改變。姚松炎
過往言行事實俱在，不容狡辯，也不會因獲得
參選資格而改變事實，市民自然存有強烈質
疑。因此，對姚松炎的表現，市民以後定要嚴
密監察。

抓住「一帶一路」機遇 貢獻國家成就香港
聆聽張德江委員長在「共拓『一

帶一路』機遇」論壇的主旨演講，

感到充滿了對香港的關愛之情，其

中有兩句話最打動港人：一是國家

發展始終需要香港；二是必將不斷

成就香港。這兩句話不僅表明中央

高度重視香港對國家的獨特歷史性

貢獻，而且表達了對香港未來發展

的全力支持。委員長提出「四點希

望」，為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

設展示了更廣闊空間；委員長告誡

香港「謀全局」，正是寄望香港全

力擁抱並融入國家的整體大局。林

鄭特首領導的新一屆特區政府對參

與「一帶一路」建設，高度重視，

積極有為，既有基本方針、實踐方

向，又有具體工作部署，受到中央

充分肯定。我們「一帶一路總商

會」參與主辦這個論壇，也是配合

特區政府全面部署參與「一帶一

路」建設。

特區政府和「一帶一路總商
會」聯合舉辦的「國家所需 香
港所長─共拓『一帶一路』策略
機遇」論壇，日前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隆重舉行。張德江委員長和
多位國家領導人及有關部門負責
人都親臨論壇，充分體現了中央

對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鼎力支持！

張德江四點希望啟示香港謀全局
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是

中國領袖第一次以從容自信的大手筆，在世界範
圍內描繪最具影響力的宏偉構想，也是中國第一
次用自己的發展成果，搭建造福全人類的洲際開
發合作框架，不僅開拓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格
局，更開創了全球發展的新模式，也為香港帶來
了新的發展機遇。
張德江委員長2016年5月出席香港「一帶一

路」高峰論壇發表主旨演講，指出香港在「一帶
一路」建設中具備區位、先發、服務業專業化和
人文等四個獨特優勢，中央支持香港在綜合服務
平台、資金融通、人文交流、深化與內地合作共
同開闢「一帶一路」市場等四方面發揮積極作
用。本人當天有幸與會聆聽委員長的主題演講，
深受鼓舞。
張德江委員長在今次論壇上，以「邁進新時代

共築中國夢」為題，再次發表主題演講，對香港

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提出「四點希望」：一是
瞄準「國家所需」，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二
是發揮「香港所長」，合力提升優勢互補效應；
三是增強創新意識，不斷打造多元合作平台；四
是弘揚絲路精神，積極促進人文交流。委員長的
講話高屋建瓴，為香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賦
予更豐富的角色，展示了更廣闊的空間。
事實上，正是因為順應了國家發展大勢，香港
才有可能既在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過程作
出獨特歷史性貢獻，又成就了自身的輝煌。「國
家發展始終需要香港，也必將不斷成就香港」，
這兩句話的真意正在於此。委員長告誡「不謀全
局者，不足以謀一域」，正是寄望香港全力擁抱
並融入國家的整體大局。

林鄭特首坐言起行務實有為
林鄭特首領導的新一屆特區政府對於全面參與

和助力國家「一帶一路」建設，高度重視，積極
有為，取得重要進展，已與國家發改委簽署支持
香港全面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文件。
在今次論壇上，林鄭特首既提出了香港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的基本方針，即以「一國兩
制」為根，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聚焦發展，以
香港所長，配合國家所需，為國家和香港的未來
發展作出貢獻，又明確了「促成」和「推廣」是
特區政府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兩個務實
的實踐方向，還部署了四方面的重點工作：一是

做好特區政府與中央相關部委的聯席會議制度；
二是做好特區政府與內地和香港企業的對接工
作；三是做好項目支援工作；四是積極推動民心
相通工作。特區政府有心有力、坐言起行、務實
有為、有姿勢有實際，讓各界對香港參與「一帶
一路」建設充滿期待。我們「一帶一路總商會」
參與主辦這個「一帶一路」機遇論壇，就是為了
配合特區政府部署全面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一帶一路總商會」旨在聯合港澳台僑的工商
專業界人士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未來工作有
三大方向：一是盤點「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及地
區的華資分佈、產業分類及所面對問題，藉以構
建相關大數據庫；二是組建「共商共建共享」民
間平台，推動民間與政府的交流和合作；三是為
華資開拓「一帶一路」商機提供智力支援。

國企民企港企華企同奏「帶路」交響曲
「一帶一路」建設是一項規模前所未有的宏大

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參與共襄盛舉。國企是「一
帶一路」建設的「主力軍」和「領頭羊」，以大
型基礎設施建設為先導，創造完備的路線、交
通、資源、產業園區等基礎條件，內地民營企
業、港資企業、海外華資企業參與拓展工業生
產、物流、互聯網、服務業等產業，香港則以自
身國際金融服務中心和自由港的「天然優勢」，
四面結緣，八面來風，在其中發揮紐帶作用，共
同奏響「一帶一路」建設的交響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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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署最近宣佈在全港各區實地測試為長者及殘疾人
士延長行人閃動綠燈時間的智能裝置，以方便他們過馬
路，協助建設長者友善社區。當然，在過路設施增設行
人閃動綠燈倒數計時器，可以給過路市民判斷是否有足
夠時間過路。
為長者及殘疾人士延長行人閃動綠燈時間的智能裝

置，是香港實行智慧城市的一步，但這一步看似有點追
不上時代的步伐。要長者或殘疾人士取出個人八達通，拍卡後又要袋
回，再過馬路，有點費周章。
早幾年，在觀塘的海濱道行人過路處已經實地測試紅外線系統，讓系

統計算有多少行人在等候過路以自動調整行人過路的時間。但至今，仍
未見相關的實地測試結果及推展至其他地方。
現時科技先進，筆者深信有比拍卡更好的科技方法，去辨識長者及殘

疾人士，以延長行人過路時間。既不用長者及殘疾人士自行拍卡，亦可
做到較細緻地調控時間。香港人多車多，每秒的影響也十分大，只有透
過新科技，精準調控行人及行車的時間，提升路面的效能及效益，發揮
香港道路的容量至極點。
香港經濟發展已接近飽和點，生產要素人力資源、土地資源、資金等

已經發揮得七七八八。透過引入科技的進步，提升生產要素發揮的效能
是香港未來的出路，如何落實智慧城市的藍圖和概念，更影響着香港的
未來。

調控行人綠燈時間應更智能
顏汶羽 青年民建聯主席

諾貝爾和平獎政治化 傳遞何信息

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三人獲美國國會議員提名競
逐諾貝爾和平獎，本港社會譁然，大多數人都認為是匪
夷所思。此三人有份煽動、參與的違法「佔中」，嚴重
破壞香港的法治安寧。有份競逐諾貝爾和平獎，根本與
和平獎的宗旨背道而馳，讓人看到和平獎被政治化，傳
遞不利香港平穩發展的負面信息。這更需要香港各界齊
心協力做好青少年的引導工作，加強青少年國家民族

觀、法治觀教育，防範更多青少年受誤導而誤入歧途，確保香港長治久
安、「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不時有傳聞指黃之鋒三人獲提名競逐和平獎，如今真的成事，雖然不

意外，但本港社會主流意見都感到難以接受，更對和平獎的意義充滿質
疑。和平獎的宗旨是表彰「為促進民族國家團結友好、取消或裁減軍備
以及為和平會議的組織和宣傳盡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包
括組織）。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曾經獲此殊榮。黃羅周三人獲美國國會議
員「厚愛」，幾乎可以媲美奧巴馬，原因是為了表彰他們在「佔中」的
「功勞」，為香港爭取民主自由「作出貢獻」。
但眾所周知，「佔中」令香港陷入79天無法無天的半癱瘓狀態，警

方執法受衝擊，法庭禁制令遭藐視，干擾市民正常生活秩序，損害香港
國際形象；「佔中」令香港分化對立，不少家庭、朋友因政見不同而反
目。可見，「佔中」沒有一點「愛與和平」，給香港帶來的只是混亂、
不安、撕裂，對推動香港的民主自由沒有幫助，反而導致香港的普選原
地踏步，三人更因此而被法庭判處監禁，有什麼資格獲提名競逐世人敬
仰的和平獎？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認為，諾貝爾和平獎屬受到世人尊重的獎項，有關

國際獎項「似乎被某些政治人物利用，以表達某些政治訊息」；她反問
「『佔中』是什麼性質的行為，相信大家都知」。三人獲提名競逐和平
獎要傳遞什麼信息，是要鼓動更多香港青少年都以三人為榜樣，打着
「爭取民主自由」的旗號，肆意違反法律，衝擊政府，在香港落實「符
合世界標準的真普選」嗎？
林鄭月娥上任以來，實現良好開局，香港出現政通人和的難得局面，

值得社會各界倍加珍惜。更應防止外力干擾、妨礙香港平穩發展，損害
港人利益。也提醒香港各界要更重視青少年的教育引導問題。國家主席
習近平去年來港視察，會見香港各界人士發表重要講話時強調，要帶頭
關心青年，幫助解決實際問題，為他們成長創造良好條件及環境，令愛
國愛港薪火相傳。
香港政商界人士應按照習主席的講話精神，投放更多資源和愛心，為

青年人提供更多學習、就業和培訓的機會，讓青少年通過多元化的活
動，包括持之以恒地在社區，結合學校、媒體、社團的力量，共同舉辦
認識國家憲法、香港基本法、中國歷史的活動，提升學習普通話的熱
情，推動更多香港青少年到內地交流、學習，全面深入了解國情，了解
國家發展的偉大成就，增強香港青少年對國家民族的歸屬感和自豪感，
提升法治自律意識，鼓勵年輕人立大志，為國家、香港作貢獻。

黃永光 北京市政協委員 太平紳士

姚松炎並非「過了海便成神仙」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評論員

利用「均值回歸」理論，即周期理論來分析
各類資產如油價及股市的變動，甚具價值。均
值回歸是指價格大升後必跌，大跌後必升，在
長期移動平均線上下大幅波動。此一分析方法
屬宏觀，從高而遠的角度鳥瞰全圖，看到大
勢，不如很多其他分析員「只見樹木，不見森
林」，太着眼於短期的市況，卻無視目前環境
處於周期(長期走勢)的哪個階段，結果往往錯判
形勢。
去年環球股市大升，非常好景：若以年底收
市指數計算，2017年美國的道指及標普500指
數，較2016年分別大升25%及19%，期內港股
恒指及盈富基金的股價皆躍升了36%，升幅凌
厲。此外，台灣及日本股市亦創21年新高，歐
洲股市勢如破竹，美股迭創新高。股市如斯暢
旺，使去年本港的外匯基金、強積金及公積金
皆賺大錢。今年能否維持高增長呢？

環球股市大升 潛藏三大風險
基於均值回歸的理論，目下環球股市已大
升，股價在上方大幅拋離長期移動平均線，處
於上升周期的末端，意味着今年不可能重複去
年破紀錄的升幅，上述各基金的收入亦難追貼
去年的亮麗成績。前些時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提
到，目前市場瀰漫着樂觀氣氛，但亦存在頗大
的風險因素，試分析如下：
先談外匯基金。去年外匯基金的投資收入勁
升2.7倍，達2,520億港元，投資回報率7.1%，
為2007年後最可觀的升幅。從收入來源看，股
票(包括香港及其他股市) 的比例最高，佔55%，
其次是外匯佔21%，債券排第三，佔13%；三
者共佔外匯基金總收入的89%。
今年回報會如何？請留意以下三大方面的不

確定性：
一，股市方面，現時環球股市已升至天價，
就算今年再升，上行的幅度有限。值得注意的
是，若然今年港股上半年直升到頂，中間無顯
著調整，下半年可能會大跌，起碼十分波動。
二，債市方面，亦存在不明朗因素：目前10
年期美國國債息率為2.7厘，市場擔心若然美債
息續升，比如升至3厘，會否引發債券市場大震
盪？理論上，債息上升，債價下跌，兩者互相
抵消，但難料最後結果如何，即未來債券收入
難測。
三，匯市方面，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現時
人人看淡美元，港元亦屬弱勢。但美元今年會
繼續下跌嗎？根據長期走勢資料，美匯指數目
前絕非偏高，現時為88.9點，跌落87至88點將
有強力支持，跌破80點的重要關口可能性極
低。金管局從匯市的收入難估算，自不待言。
此外，若然日後美元反彈，可能成為港股顯著
調整的利淡因素。
公積金及強積金亦一樣。局方統計指，去年
強積金的整體平均回報為20%，人均約賺3.9萬
元，部分港股基金平均回報更高達40%。無疑
表現理想可誇耀成績，但有關當局亦應提醒港
人今年可能風光不再，宜居安思危，未雨綢
繆。
例如，持有高風險（增長型）基金者，即純
股票或股票比例較高的基金，在大市升得越高
之時，應逐步趁高回吐，沽出該等基金，轉投
入低風險基金，例如以債券或現金為主的基
金。
屆時不宜買入高息股基金。一些理財顧問可
能會介紹客戶，轉入高息股基金，聲稱有穩定
派息及回報，具一定保障。但若然股市大瀉，

即使盈利穩定增長的高息股亦會被拖低，鮮能
倖免，最終投資者仍會受拖累，在大崩盤之
時，不要沾手與股票有關連的資產。

政府加強引導大眾自我保障
環球經濟越趨金融化，漸形成賭場式的經

濟，市民需認清此一本質，學懂如何保護自
己，不宜全信業界人士（如理財顧問或基金經
理）的意見，他們往往未必以客戶的利益為
先，相反大都以本身的利益（如佣金收入及花
紅的多寡等）作為首要考慮。例如有顧問教人
將強積金或公積金的戶口，頻頻轉換所選的基
金，其目的顯而易見，除非此人能準確捕捉股
市的升跌，否則客戶不會得益。
政府應推出「以市民為本」的投資者教育，
即以市民（投資者）的利益為先的教育課程或
講座，而非資助那些偏向金融業利益的理財課
程，讓市民了解金融及股票市場的運作，傳授
實用的理財知識，喚醒大眾如何保障一己的利
益，非常重要。

今年股市大波動 將影響市民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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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股市在新一年升上高位，風險逐漸累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