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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助於連接內地與亞太、東南亞以至
歐洲國家，可望發展成為「一帶一路」專業
服務中心。「一帶一路」建設聚焦於推動沿
線國家和地區的基建設施互聯互通及產業合
作。香港公司可通過合資或獨資形式，在區
域內提供城市規劃、建築、工程等專業服
務。預計未來20年，隨着「一帶一路」建設
的持續發展，將出現大量相關的商事和工程
合同，當中可能發生不少合同爭議，這類爭
議勢將涉及外國法律和各種專業知識，需要
專家證人參與，司法訴訟的成本沉重。香港
的工程、法律等專業服務水準舉世公認，又
與外國接軌，認受性較高，專業人才儲備豐
富，而且是國際仲裁服務的重鎮。2015年，
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公佈的《國際仲裁調
查》結果顯示，香港在全球仲裁機構中排名
三甲。香港在國家的支持下可設立「一帶一

路」國際仲裁中心。
事實上，香港已通過簽署《承

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
（《紐約公約》）以及與內地和
澳門分別簽訂相關協定，保障在
香港作出的仲裁裁決，可以在超
過150個國家和地區得到承認與執

行。絕大多數「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和地區
都屬《紐約公約》成員，這有利香港發展成
為「一帶一路」仲裁中心。近年來，內地也
大力發展仲裁服務，如前海「一帶一路」國
際商事訴調對接中心及「一帶一路」法律公
共服務平台均於2018年初啟動。所以，應推
動香港與內地主要仲裁機構合作，在香港組
建新的仲裁機構，作為處理「一帶一路」相
關經貿爭議的仲裁中心。

香港仲裁法例與國際標準接軌
同時，有關方面可善用香港經驗，發展及完

善「一帶一路」的仲裁體系。香港於2011年6
月生效的新《仲裁條例》，訂明香港仲裁和國際
仲裁均採用單一的仲裁規則，使香港的仲裁法例
與國際標準接軌。香港與內地相關部門應加強合
作，推動落實內地與「一帶一路」沿線區域相互

執行仲裁的法律安排等，彰顯國家積極與國際規
則接軌。兩地有關部門可吸納《聯合國國際貿易
法委員會仲裁規則》、海內外知名仲裁機構仲裁
規則的適當內容，並就仲裁收費達成具國際競爭
力的統一標準，為「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仲裁業
務服務。
此外，世界各國的建設工程合同基本上都

採用格式合同條款，建議國家抓緊制訂適用
於「一帶一路」各種不同工程項目的格式合
同條款，與沿線區域的政府和業界協商後採
用，令相關仲裁工作進行得更加暢順。鑒於
「一帶一路」工程建設的其中一個主要貸款
方是亞投行，可考慮推動亞投行結合實際情
況，主導制定符合各種不同建設工程招標的
格式合同條款和仲裁條款。
不容忽視的是，國際仲裁專才需兼通法律及

專業知識，培育不易。建議引進更多國際仲裁機
構在香港設立分部，鼓勵共同參與「一帶一路」
建設的仲裁服務，並研究在全國重點大學開辦仲
裁服務課程，培育相關專才，提升仲裁服務水準，
完善「一帶一路」仲裁業務的硬件及軟件配置。
相信上述建議可望為香港仲裁服務開拓發展空間，
又保障中國企業的合法利益，並有利推進「一帶
一路」建設進程，創造多贏局面。

「一地兩檢」利港利民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計劃於
今年第三季通車，而當中的「一
地兩檢」方案最受香港各界關
注。很多團體、市民對於「一地
兩檢」均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作
為香港工商界人士，筆者認為
「一地兩檢」方案大大節省了通

關時間，對於香港市民和旅客來說是最好的安
排，必須支持。
從市民和旅客的角度看，「一地兩檢」讓通關

更快捷。相信不少市民和筆者一樣，因為工作
和探親，需要經常往返粵港兩地，現時往返兩
地的主要方式就是陸路口岸。當市民乘坐東鐵
線和跨境巴士到達口岸時，需要中途下車提上
行李過關口，然後再上車。這對於那些行李較
多的旅客來說十分不便。若是遇上春節等節假
日，等候過關的人會更多，也會大幅增加通關
時間，增加市民和旅客的出行壓力。「一地兩
檢」方案，不僅能確保高鐵有效率地運行，也

彰顯高鐵的人性化服務，讓更多香港市民願意
回鄉探親，了解國家；同時吸引更多內地旅客
來港旅遊，消費觀光。
從香港和整個國家的角度看，「一地兩檢」安排
確保廣深港高鐵以及全國高鐵高效運作。和地鐵的
運作方式不同，高鐵由於涉及長途運輸以及承載數
量較多乘客，需要有全國統一的運營時刻表以便安
排。「一地兩檢」能最大限度地縮短通關時間，保
障列車準時發車，讓高鐵發揮出應有的經濟效益和
社會效益，造福民眾，推動香港經濟實現新的發
展。
「一地兩檢」方案，既有利於香港經濟發展，更
有利於香港市民回鄉探親、工作，是一個「接地
氣、聚人氣」的好方案。我們期望香港立法會能盡
快通過相關的立法程序，支持「一地兩檢」方案，
確保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如期在今年第三季順利通
車。筆者亦相信，實施「一地兩檢」的廣深港高鐵
將給香港市民的生活和事業發展創造新的機會，為
香港未來的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胡劍江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潮州商會會長

對獨角獸企業的評判標準須明確

近日，獨角獸話題的熱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點。在某專業搜索引擎排行榜上，「獨角獸回歸A
股」這樣一個證券話題，居然擠佔了平時穩居榜單
排行前十位的各種八卦娛樂、體育賽事等話題的位
置，排進前十位。
隨着政策風向的轉變，未來巨頭企業與獨角獸

企業將有望獲得 IPO的綠色通道，從而杜絕了
IPO排隊過長以及發審委審核把關過嚴而導致的
過會率不高問題。這些，對於巨頭企業和獨角獸
企業而言，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不過，對於獨角
獸開設IPO綠色通道的現象，卻引起了市場參與
者的廣泛熱議。
發展生物科技、雲計算、人工智能以及高端製造
等行業，有利於推動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具有重
大的戰略意義。作為新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風向標
的獨角獸企業，它們代表着科技轉化為市場應用的
活躍程度，也代表着變革和創新的力量。因此，支
持獨角獸利用資本市場發展壯大、推動技術創新，
也是A股市場發展應有的題中之義。
獨角獸企業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領域，互聯網領域
尤為活躍。從中國行業分佈上來看，互聯網企業、
科技金融企業以及文化娛樂產業是產生獨角獸的溫
床。積極引入獨角獸的戰略意義確實非常重要。
然而，站在市場自身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看，如

若對獨角獸企業的評判標準不明確，更有甚者存在
一部分渾水摸魚的企業混進資本市場，這對於中國
資本市場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勢必會帶來消極的影
響。對於獨角獸的認定標準，一般指有着10億美元
以上估值，並且創辦時間較短的公司。
實際上，10億美元以上估值並且創辦時間較短，

符合獨角獸企業標準的企業並不在少數。一旦這些
企業符合相關要求，特別是對雲計算、生物科技、
人工智能以及高端製造等行業獨角獸放寬IPO的准
入門檻，對其開啟IPO綠色通道，將會給中國股市
帶來「抽血效應」，進而加大中國資本市場的融資
壓力。這樣一來，對於當下優勝劣汰功能尚不健
全，以存量資金博弈為主導的中國資本市場而言，
只會加劇其供需矛盾。
對獨角獸企業的評判標準須加以明確，需要做
好兩個方面：一方面，並非規模與估值越高，就
屬於獨角獸。除了規模大、估值高之外，企業盈
利增速是否具有可持續性，是否具有業績承諾等
保障要求，是值得高度重視的。另一方面，對獨
角獸的後續準備工作需要到位。一旦企業的名單
得以最終確立，依然需要做好後續的準備工作。
如若不然，在缺乏有效配置的條件下，很可能會
對獨角獸的上市意圖造成誤導，曲解了IPO綠色
通道的初衷。

李勇 原中興匯金高級研究員

兩會三項關鍵工作意義非比尋常
秦曉鷹

建制派默默耕耘打動選民

立法會「3．11」補選已有結果，建制派及反對派
各贏兩個議席，表面看平分秋色，但對建制派及立
法會選舉形勢而言，意義則非比尋常，打破了歷屆
立法會選舉得票率「六四」定律，出現「五四」及
接近「五五」之態勢。或在下屆立法會選舉，兩大
陣營就是「五五」形勢對決。以往在分區直選及多
次補選方面，單對單的對決，建制派從未選勝反對
派。今次建制派首次對決反對派取得勝利，含金量
大，意義更大，值得建制派和愛國愛港市民欣慰。
從三個分區補選的選情和得票來說，建制派的得票
率比之反對派其實不遑多讓。值得一說的是九龍西選
區，這是建制派與反對派單對單對決首次贏得勝利，
也是真正打破「六四」定律的第一次。有了第一次，
當然會有第二次第三次。究竟是什麼原因擊敗反對派
和打破「六四」定律，值得總結。每次立法會選舉，

建制派的參選人和助選團隊、義工，所付出的代價和
辛勞往往比對方多倍數，但得到的回報卻不成比例。
十分付出，只有一二分收成。反對派只有三四分付
出，卻往往有十足收成。
但建制派參選人和助選團隊並沒有氣餒，而是默
默耕耘和不斷努力，以此來打動選民爭取支持。今
次九龍西選區，建制派參選人和助選團隊就是憑這
種精神和表現贏得選民的支持。就是這種鍥而不捨
的精神和努力，加上鄭泳舜在當區經年耕耘努力，
才能擊敗反對派姚松炎。反之，姚松炎卻是個「空
降」分子，沒有在當區做過什麼工作，只在投票前
出來叫叫喊喊。由此可見，建制派要贏取立法會選
舉勝利，打破「六四」定律，非要付出百分之一百
甚至百分之二百的努力，再接再厲爭取廣大市民和
選民的支持。

文滿林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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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美國在其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宣稱將其戰略
重心從反恐轉為應對大國競爭，將中國定為對其國家安
全的主要威脅和主要戰略對手，隨之在軍事和經濟領域
加大了對華施壓力度。這意味着美國調整對華政策，升
高了對華遏制的一面，引起中國的嚴重關切和警覺。
現在國內外有些輿論過分誇大美對華政策的負面變化
及其消極影響，認為美對華政策發生了實質性逆變；中
美關係行將結束以協調合作為主的相對穩定期，進入以
矛盾對抗為主的持續衝突期，兩國最終將陷入「修昔底
德陷阱」，走向冷戰對抗，在南海和台海還可能發生局
部軍事交鋒；中美即將甚至已經爆發貿易戰等等。這些
論調或見木不見林，只看現象不察實質，或見風起意危
言聳聽，或主觀臆斷昧於事實，是站不住腳的。

中國對美國不構成威脅和挑戰
事實上，當前美國對外戰略的調整不是新鮮事。中
國的GDP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後，美國即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把中國視為可能挑
戰其世界霸主地位的主要對手。奧巴馬政府隨即出台
「亞太再平衡」戰略，主要目標就是防範與遏制中國
的崛起。但現實強於願望，美為了其國家全局利益，
迄今一直把對華接觸合作放在第一位，把防範遏制放
在第二位。那種把現在美對華政策負向調整極端化和
認為中美爆發「新冷戰」的觀點，有違歷史和現實邏
輯，是無稽之談。
更重要的是，推動中美關係以正向發展為主的諸多因
素沒有改變，甚至還有所增添。其一，在國際領域，美
國仍需同中國合作。當前國際形勢複雜多變，動盪加
劇。全球性挑戰和危機諸如核武器擴散，氣候變化，國
際恐怖主義，金融危機以及地區熱點與戰亂等問題此起
彼伏，層出不窮。各國均受其害，美國的力量存在和利
益遍佈全球，更是首當其衝。應對消解這些棘手難題，
美國獨力難支，必須加強國際合作，而同中國的合作是
關鍵。現在美國在國際上日子已不好過，如離開中國合
作其日子將更難過。
其二，中國對美國不構成威脅和挑戰。中國堅持並踐
行和平發展道路、和平外交政策及防禦性國防政策，莊
嚴承諾永不稱霸也不謀求對世界和任何地區的主導權。

這是中國的既定國策，也是中國不可改變的信念，決定
了中國不會對包括美國在內的任何國家構成威脅和挑
戰。再者，中國雖然經過40年強勁發展，國力大為提
升，但同美國仍有很大差距，GDP不到美國的2/3，軍
事科技及綜合實力差距則更大。
中國不會也不可能挑戰美國的地位和威脅美國。美宣

揚中國威脅論不是出於事實，也不是出於認知，而是出
於對華偏見和本國軍工集團的利益需要。對華政策總體
上務實的美國政府不會為了圓「中國威脅」和「中國是
主要戰略對手」這樣的虛幻概念而將「遏制中國」進行
到底，去冒同中國進行可能引發嚴重不測後果的衝突對
抗風險。

經濟合作仍是中美關係穩定器
其三，經濟合作仍然是中美關係穩定器。中美經濟關

係經過40多年的快速發展，兩國已相互成為對方第一大
貿易夥伴國和重要的外資來源國。中國還是美國最大債
權國，中國龐大外匯儲備約70%即2萬多億美元是以美
元作為儲備貨幣，對美國平衡財政預算，規避金融風險
和危機，維繫美元的世界基礎貨幣地位至關重要。
中美經濟關係已成為雙方整體關係的「壓艙石」。雙
方在經濟上高度相互依存，誰也離不開誰，實際上已結
成休戚相關榮損與共的利益共同體。所謂中美爆發貿易
戰是個偽命題。任何一方都承受不起貿易戰對雙方整體
關係和全局利益造成的嚴重危害之重。
其四，美新政府履職第一年，兩國元首為雙方關係良

性發展打了較好基礎。一年中習近平主席和特朗普總統
互訪與會晤3次，熱線電話10次，就重大雙邊和國際問
題達成諸多重要共識，其中習特海湖莊園會晤和特訪華
都取得歷史性成果，兩國元首還建立了個人友誼與良好
的工作關係。這對推動中美關係行穩致遠起着戰略性基
礎性作用。
總之，宜客觀冷靜地看待最近美對華政策的負面調
整。這種調整可能對中美關係造成一定衝擊，但不會使
之發生根本逆轉和倒退。美對華接觸加遏制以接觸為主
的政策不會改變，中美共同利益大於分歧的狀況不會改
變，兩國既矛盾又合作以合作為主的關係格局不會改
變。中美關係將在曲折起伏中繼續向前向上發展。

冷靜看待美對華政策變化
尹承德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前參贊

將香港建成「一帶一路」仲裁中心
2018 年是中共十九大之後的開局之

年。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了「新時代」

一詞，對於當下祖國和香港的發展，具

有劃時代的意義。「一帶一路」的倡

議，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是香港未來

的兩大機遇。香港既要堅守「一國」之

本，也要善用「兩制」之利，如何配合

國家所需，發揮香港所長，更好融入區

域發展大局，值得社會各界重視。香港

經濟民生聯盟成立五年多以來，一直秉

持「工商帶動經濟、專業改善民生」的

宗旨，現時除了在立法會和地區為市民

服務外，也有一批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

政協委員，為國家和香港的發展出謀獻

策。作為新任全國政協委員，本人樂意

聯同香港工商專業界朋友，積極推動香

港與內地在創新科技、工程基建和檢測

認證等領域的合作，為香港開拓新機

遇，為國家走進新時代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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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兩會引人注目，意義非比尋常。首先，是議程及
所要完成的任務之重大。在現代世界各國的社會生活
中，還有比修改憲法─國之根本大法更重要的嗎？自中
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的建議通過媒體公佈以來，直到3
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投票表決通過《憲法修
正案》為止，公眾對它的關注程度、社會評價的熱烈、
期待的急切，恐怕都是前所未有，至少十分罕見。在此
期間，中國網友對此案一字、一句、一言、一詞的悉心
以求，認真程度讓人感佩。
兩會帶來國家機構一個非常重大的變化，即設立了國
家監察委員會和地方各級的監察委員會。監察委員會主
任每屆任期5年，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人們或許對
「監察委員會」這個機構感到陌生。但如果告訴你，這
個機構是在吸收和總結了過去5年多來反腐工作利害得
失的必然成果，就會覺得順理成章。
十八大以來，反腐肅貪儘管碩果纍纍、威名赫赫，但
反腐工作越是深入，越感到機制的羈絆。這既包括機構
重疊、功能交叉、冗員低效，也包括某些制度的固有缺
陷。對此，公眾越來越對反腐能否持續產生懷疑。增設
監察委員會，顯然是為了從根本上掃除體制上的障礙。
從王岐山在修憲投票箱前引起代表們自發的熱烈掌聲
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公眾對制度性反腐寄望甚厚。
國家治理的謀篇佈局確定之後，執行人、執行機構就
是決定因素。這看似是一個老道理，也是一條真理，更
是一條世界各國都必須遵循的常理。此次兩會確定中國
最高權力機構和最高參政議政機構的領導層人選、確定
新一屆中央政府的主要領導人，使自十九大開始的組建

國家管理與治理的組織架構工作劃上句號。

改革之魄力自信堅定讓人佩服
此次兩會還宣告另一場改革的開始，那就是中國將對
黨和國家機構及相關人員進行大幅度的壓縮和調整，也
就是人們常說的精簡機構，或者用老話來描述，即「精
兵簡政」。中國政府機構的龐大臃腫，早為世人詬病，
但要真的進行「減肥」提效，沒有壯士斷腕的決心實難
奏效。
精簡機構除了要有堅強的決心之外，操作既不能快又
不能緩，快則忙、緩則亂。「錢從哪裡來？」「人往哪
裡去？」，歷來都是治國平天下者需要應對的兩大難
題。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央最高決策層毅然拉開此次機
構調整的大幕，可見其改革之魄力、自信、堅定，讓人
佩服。
此次兩會，除了上述的重大政治人事改革外，許多代

表、委員、學者、媒體不約而同聚焦民生問題，拉近了
兩會與公眾的距離，增加了不少親民色彩。此次兩會最
具有現實針對性的政府工作，是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
報告所披露的，中國在2018年將打好的三大攻堅戰：一
曰防範與化解各類風險；二曰強力推進脫貧；三曰環境
保護必見成效。
這三項關鍵工作如果要在短時間內抓出實效，突破點

必劍指一處，即中國農村，尤其是貧困人口最多的中西
部農村。我們相信，當近3,000萬貧困人口所在地區都能
脫貧致富，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成功轉型也就初戰告
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