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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一地兩檢」條例草案委員會日前完成審
議，草案最快於下月6日提交立法會大會恢復二讀。
「一地兩檢」是目前最可行，也最能夠發揮高鐵香港段
效益的安排，多個民調都顯示主流民意支持「一地兩
檢」。開弓沒有回頭箭，高鐵香港段不能缺少「一地兩
檢」，立法會議員應順應民意，勿再阻撓「一地兩檢」
表決，讓高鐵如期通車，讓港人可以享用快捷、便利的
高鐵服務。
「一地兩檢」條例經過3個月的審議，共召開21次

會議，舉行了18個小時的公聽會，廣泛聽取社會各界
的不同意見。「一地兩檢」本質上是一項便利通關的
民生安排，立法會議員應實事求是地就具體安排提出
意見。然而，反對派議員卻要將一項民生、交通安
排，變成政治議題，一味訴諸各種陰謀論，糾纏技術
枝節重複提問，更在最後一次會議上提出數十項偏離
主旨與範圍的修正案，部分人在會上叫囂謾罵，衝擊
委員會主席，企圖大打拉布戰，拖延審議工作，令市
民失望。

反對派散播恐懼恐嚇市民
事實上，反對派議員指「一地兩檢」等同「割
地」，高鐵通車會令「解放軍一車車嚟」等荒謬言論，
不但是一派胡言，更是故意散播恐懼，恐嚇市民。在西
九高鐵站設立「內地口岸區」不會改變特區的行政區域
範圍，也不會削弱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全
國人大常委會早前已批准香港實行「一地兩檢」安排，
為「一地兩檢」奠下了穩固的法律基礎。香港能夠與內
地簽署「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正正是高度自治

權的體現。「一地兩檢」不但在法律上沒有問題，更是
香港高度自治以及「一國兩制」不斷深化的體現。反對
派將「一地兩檢」誣指為「割地」，但何以國與國之間
尚且可以「兩檢」，「一國」之內「兩檢」竟然等同
「割地」，究竟道理何在？
反對派議員反對「一地兩檢」，不在於法理問題，

也不在於具體操作問題，而在於他們排拒內地的心理。
反對「一地兩檢」的背後，是他們排拒與內地融合、阻
止一切有利兩地合作的政策和基建的「心魔」，所謂法
律問題不過是他們阻撓審議的藉口。對於反對派議員的
非理性行為，特首林鄭月娥日前已表示，相信社會見到
立法會時常出現這種場面，會影響市民對於香港政治體
制的信心和信任。確實，如果一項有利香港長遠發展的
安排，一項得到主流民意支持的安排，竟然遭到立法會
的阻撓，試問立法會還如何反映民意？議員愧對市民的
期望和託付，還如何作為市民的代議士？
「一地兩檢」審議已進入最後大直路，社會各界都

引頸以待，但反對派議員卻揚言會在下月6日恢讀二讀
的會議上，繼續向特區政府官員窮追猛打，阻撓法案通
過。高鐵香港段通車已迫在眉睫，立法會議員作為民意
代表，理應以主流民意和香港利益為依歸。「一地兩
檢」得到主流民意支持，市民普遍期待透過「一地兩
檢」發揮高鐵香港段效益，貫通國家高鐵體系，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更希望落實「一地兩檢」讓市民到內地交
流、旅遊、探親將更省時和舒適。「一地兩檢」安排符
合民意，關係香港長遠發展，期望議員以香港整體利益
為重，勿再製造事端，故意拖延，確保如期完成本地立
法程序。

三任中聯辦主任聚川 落實中央指示助港發展
林鄭特首率團訪川，三任

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張曉明

和王志民相聚成都，其意義

不止於推動川港合作，更是

預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將有新的更大的進展。中央

領導關於內地與港澳交流合

作的四點指示，不僅要求堅

持「一國兩制」方針，而且

強調充分尊重特區政府的意

見、讓廣大普通民眾有實實

在在的獲得感，及要按照市

場化機制、規則和國際化標

準推進合作項目，對進一步

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也讓港人再次感受到中央對

香港的關顧、重視和支持。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此次率百人代表
團赴四川，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
辦、澳門中聯辦和四川省負責人共聚
一堂，共商合作，意義非同尋常。

林鄭彭清華構建川港合作平台
林鄭特首今次率團訪川，最重要

的目的，是與新任四川省委書記彭清華一起，共同
構建川港合作新機制，開拓新平台，可以說是成果
豐富。兩地政府不僅確立新合作機制，而且在「一
帶一路」、科教、青年發展等11個領域達成共識，
簽署了一共29項合作項目，合作範疇之廣、力度之
大、模式之新，都是過去所未見的，標誌着川港合
作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四川是我國西部最大的消費市場和最具發展實力與

潛力的地區，香港是國家最現代化的國際金融中心、貿
易中心和航運中心，兩地經濟互補性強，合作空間大。
彭清華書記曾任中聯辦主任，是港人的老朋友，對香港
懷有很深的感情，任內做了大量深化兩地合作、有利香
港長遠發展的工作。彭書記主政四川，川港合作更多了
「人和」之利。正如林鄭特首所說，川港雙方聚焦重點
合作領域，以創新、務實的方式「成熟一項、推一項」，
一定能夠開創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合作新格局。

張曉明傳達中央領導四點指示
今天的香港，已進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新階段。

如何進一步做好兩地交流合作，是能否更好地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的關鍵。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在川港合作會議上，
分享了中央領導在談及內地與港澳交流合作時所強調的
四點指示精神︰一是要始終把堅持「一國兩制」方針作
為處理涉港澳事務的大前提；二是要互相尊重，換位思
考，特別是要充分尊重特區政府的意見；三是要更加注
重改善民生，特別是讓廣大普通民眾有實實在在的獲得
感；四是要按照市場化機制、規則和國際化標準推進港
澳與內地的合作項目。
中央領導的四點指示，不僅表明了中央對「一國

兩制」方針的一貫堅持，更讓港人看到，中央對香
港的支持、對特區政府的尊重、對港人的關顧。記
得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講
話中特別講到，中央有關部門將積極研究出台便利
香港同胞在內地學習、就業、生活的具體措施，為
香港同胞到廣闊的祖國內地發展提供更多機會，使
大家能夠在服務國家的同時實現自身更好發展，創
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過去講兩地合作，往往加上「經貿」二字，以至

很多人只是看作與工商界做生意有關。從中央領導

的指示中可以看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也
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港人將在這個過程中得到更多
的實惠，切實感受到國家的發展給港人帶來的好
處，增加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王志民：中聯辦擔當好交流合作支持者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親身參加過汶川特大地震的賑

災工作，對四川有一種特殊的感情。他有一句話說
得特別好：「川港合作交流機制是兩地骨肉同胞在
十年災後重建和衷共濟、手足情深的結晶和昇
華」。王主任強調，中聯辦會一如既往地擔當好川
港兩地政府及社會各界交流合作的堅定支持者，擔
當好川港兩地青年交流交往和傳承中華民族深厚情
懷的積極促進者，擔當好駐港中資企業參與川港合
作支持兩地發展的有力推動者。
林鄭特首此次率團訪川，前後三任中聯辦主任分

別扮演不同的角色：彭清華以東道主身份歡迎特首
一行，並進行川港高層會晤；張曉明專程分享中央
領導指示，見證川港合作新平台誕生；王志民出席
川港合作會議和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災10周年紀念
儀式，為川港深化合作加油打氣。如此陣容，其意
義不止於推動川港合作，更是預示香港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將有新的更大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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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美化暴行偏私護短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因強搶
手機，正面對警方4項控罪及議會的
譴責動議。民主黨一開始看似「大
義滅親」，即時啟動黨內調查及凍
結其黨籍，但原來只是「小罵大幫
忙」。近日，他們為保「自己友」
的議席，聯同反對派顛倒是非，甚

至質疑警方不「預約拘捕」是「不合常規」云云。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議員也沒有特權，相反應有

更高的操守水平。惟反對派為了政治私利，赤裸裸地
上演只問立場、不問對錯的鬧劇。事發至今，他們反
覆炒作政府「侵犯議員私隱」，試圖以「違法達義」
來一招金蟬脫殼，甚至把粗暴搶手機的所為，美化為
「年輕人嫉惡如仇的衝動」，哄騙公眾。

必須重申，政府派員到立法會記錄議員在大樓的行蹤，
並無違反私隱條例或抵觸任何法例。當局出此對策，乃
基於反對派終日搞流會，為免浪費公帑、妨礙議會運作，
政府只能盡力做好應變工作。倘若反對派要做公眾人物，
卻不願意在陽光下接受監察，不如辭去議員職務罷了。
不過，政客又豈會放棄高薪厚祿，近日他們變本
加厲，偷拍在立法會執行通傳及應變職務的政府人
員，再把照片放到網上「公審」。有前議員助理更聲
言，應向政府人員「每見一個就吐口水」，煽動仇
恨，有法律界直指相關言論有刑事恐嚇之嫌。
至於獲反對派包庇的許智峯，所謂的「摯誠道

歉」早已煙消雲散，他還臉不紅氣不喘地「死撐」，
稱自己「信念不變」、「會繼續為不公平的事發
聲」。加害者如此大口氣，真的荒謬絕倫！

陳國旗 新界社團聯會副會長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能合作成果豐碩

在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過程中，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正推進經濟走廊建設，深化產
業合作。
目前，中國工業已完成了從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到
自主創新的產業發展路徑，在冶金、機械、建築工程
等多領域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而這些領
域在中國國內處於高度飽和競爭狀態，隨着「一帶一
路」建設推進，「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已成為中國產
業走出去的重要輸出地。將中國國內過剩產業項目轉
化為海外產業，既能幫助中國國內產業轉型，也有利
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因地制宜發展工業。
以鋼鐵行業為例，據統計，「一帶一路」國家每年

鋼鐵總消費量約2.5億噸，鋼鐵淨進口量超過200萬
噸的國家有12個，人均鋼鐵消費量仍處於很低的水
平，發展空間巨大。而馬來西亞——中國關丹產業園
已吸引了7個中國優勢產能項目入駐，包括年產350
萬噸的現代化全流程綜合性鋼鐵廠、大型輪胎生產基
地、鋁型材加工項目、煉油催化劑項目等，投資金額
超180億元。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口總量龐大，其中大多數
是發展中國家，尚處在工業化初期階段，中國工業產
品質量、服務、價格等在這些國家市場上有較大的競
爭力，營銷潛力巨大。目前，除了大型國企，中國民

營企業已經在泰國、埃及、巴基斯坦、伊朗等國家相
繼設立了工廠。在巴基斯坦，中國民營企業生產的電
力變壓器佔據該國70%市場份額。
截至目前，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鋼鐵、裝備
製造、汽車、電子等10多個重點領域國際產能合作
有序推進。在中國——巴基斯坦經濟走廊建設穩步推
進的背景下，瓜達爾港建設收穫了強大動能，新國際
機場、職工培訓中心、現代化醫院、裝機容量30萬
千瓦的燃煤發電廠、日處理能力達500萬加侖的海水
淡化廠等項目，不僅改善了當地民眾的生活水平，也
豐富了瓜達爾的產業結構。
在產能合作進程中，中哈里海瀝青合資公司由中國
中信集團與哈薩克斯坦國家石油天然氣公司共同投
資，經過3年的建設發展，瀝青廠目前每年可加工原
油100萬噸，生產氧化瀝青、改性瀝青、混合油等產
品，徹底改寫了哈薩克斯坦瀝青嚴重依賴進口的歷
史。
「中國製造2025」戰略的落實，在「一帶一路」

地區大有可為，它將推進在高速鐵路、航空航天、電
力裝備、海洋工程等多領域的國際裝備製造合作，爭
取在「一帶一路」地區的合作生產機會，並推動中國
製造從產品輸出轉向技術輸出，再邁上一個國際產業
分工格局的新台階。

汪巍 中國非洲問題研究會

順應民意 勿再阻撓「一地兩檢」表決
梁文廣 經民聯深水埗區議員

中國史籍的豐厚、龐大，非世界上任何族群所可比
擬。重歷史、重列祖列宗是中華民族得以永遠維繫的根
本原因。對民族歷史的自信，使中國5,000年來幾度沉
淪又幾度崛起，這是一個打不垮的、堅強的、生命力永
恒的民族。

崇善貶惡是中國歷史學的優秀傳統
孔子周遊列國，以道之不行而歸魯，乃述而不作，

著《春秋》一書，為中國第一部紀年體歷史，以記自魯
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
481年）凡241年魯國之歷史。孔子著《春秋》的根本
目的不只是紀事，更在明鑒。正如郭沫若先生題吾年輕
時所作《文姬歸漢》云：「聖人作春秋，辭難贊遊夏，
垂世千百年，褒貶亂賊怕。」郭老又提及史家之氣節：
「我願學齊史，筆削不肯假，生死皆以之，用報知己
者。」這和文天祥《正氣歌》中所歌頌的史家崇高品德
出於一轍：「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所以自《春
秋》以後的歷史學家都遵循着這一崇善貶惡的原則，反
是，則其史著不會流傳，這是中國歷史學的優秀傳統。
歷史學家進一步將治史的根本原則予以陳明，如唐
劉知幾《史通》云：「徵求異說，采摭群言，明其真
偽，反映時變，詳今略古。」劉知幾反對「妄生穿鑿，
輕究本原」，對陋儒之「虛美諱飾」、不可徵信之處，
痛加鞭笞。可與《史通》比美者，當數宋司馬光之《資
治通鑒》，這是一部規模巨大的編年通史體例與《春
秋》相類，而方法則是一以求實為宗。宋神宗以為「鑒
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命名為《資治通鑒》。該書詳
記上起周威烈王（戰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下迄周世宗（五代）顯德六年（公元959年）之間
1,362年的歷史。
中國史學一般是後朝為前朝紀其本末，所謂隔代撰
史。因為不涉本朝，則辨析公正，言史不偽。如房玄齡
撰《晉書》、魏徵撰《隋史》、歐陽修撰《新唐書》、
《新五代史》等。最明顯之例，則是司馬光所撰《資治
通鑒》只到公元959年。因趙匡胤於公元960年陳橋兵

變，杯酒釋兵權，歡宴罷節鎮，北宋建國，司馬光則戛
然而止。這是史家一般遵循之道。在這一點上，孔子、
司馬遷似乎有膽有識，孔子真寫到歿前三年之魯史，而
司馬遷則一直寫到當朝漢武帝，頗有齊史、董狐之膽
識。

中國史籍豐厚類型多樣
中國史籍的豐厚、龐大，非世界上任何族群所可比

擬。而史著類型的多樣則是它豐富性的主要表現之一。
歷史著作可大分為五類：一曰通史，前述之司馬光《資
治通鑒》是也。二曰紀傳史，西漢司馬遷《史記》、東
漢班固《漢書》、南朝宋範曄《後漢書》、西晉陳壽
《三國志》是也。紀傳史又分有表志和無表志兩類，
《史記》、《漢書》、《後漢書》為有表志者，《三國
志》則無表志。有表志的內容隨歷史之衍進，也不斷擴
大，如《漢書》有《食貨志》、《地理志》、《藝文
志》、《刑法志》，《後漢書》則更增黨錮、方術、列
女、孝子。以上四部書習稱前四史。三曰紀年史，如孔
子《春秋》、南宋呂祖謙《大事紀》。四曰斷代史，除
前四史中《史記》而外，二十五史皆為斷代史（原為二
十四史，1921年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下令將柯邵忞
所著《新元史》列為正史，與舊有二十四史合稱二十五
史）。五曰專史，如明末清初黃宗義所著《明儒學
案》。另有兩類可為史籍之輔：一曰野史，如《滿清野
史》、《清稗類鈔》；二曰筆記，如南朝宋劉義慶之
《世說新語》、唐段成式撰《酉陽雜俎》。
有前述諸史矣，而中國知識分子之孜孜矻矻、朝斯

夕斯的精神，又非他國可比。如孔子《春秋》既出，則
有正其義者、詳其注者隨之，春秋末左丘明著《春秋左
氏傳》，戰國時彀梁赤著《春秋彀梁傳》（初為口傳，
成書於西漢），戰國時公羊高著《春秋公羊傳》（亦成
書於西漢）。《春秋》三傳（《左氏傳》、《彀梁
傳》、《公羊傳》）既出，歷代又有眾多博學鴻儒一而
再、再而三詳為注疏，成為專門的學問。

（未完，明日待續。）

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上）

新近出台的資管新規如何影響股市

金融去槓桿的重頭戲，資管新規千呼萬喚終於出
來了。4月27日，在徵求意見稿發佈5個多月後，
《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終於
正式出台，受到市場高度關注。資管新規之所以市場
高度關注，在於資管產品規模龐大。根據央行提供的
最新數據，截至2017年末，不考慮交叉持有因素，
資管業務總規模已達百萬億元。因此，這次資管新規
的出台，對中國金融機構的資管業務影響不可謂不
大。這次資管新規的出台，規範了股市資金的來源問
題，因而，其對股市的發展有着重要意義。
不妨回顧一下中國股市近幾年的歷史走勢，往往

都伴隨着不合規資金的入市和清退。在市場行情低迷
或者牛市初始階段，市場通常對不合規資金的入市睜
一隻眼閉一隻眼，各路魚目混珠的資金蜂擁而入，助
推了市場整體的做多情緒，也助推了市場指數的持續
上漲；與之相比，在行情火爆市場整體做多情緒高漲
的時候，幾乎都是上下一致清理違規資金進入股市的
問題，對原先混進市場的違規資金毫不留情，正是由
於這些違規資金的被清退，從而導致了短期內市場資
金的缺位，很容易造成市場的恐慌情緒，導致股市暴
跌，成為股市由牛轉熊的分水嶺。
從短期來看，這次資管新規對股市的影響有兩個

方面值得關注。
一方面，打破剛性兌付。打破剛性兌付，意味着

投資者的投資收益需要承擔相應的投資風險。也就是
說，投資者所進行的投資，有可能不但沒有投資收
益，甚至還有可能連本金都會虧進去。而打破剛性兌
付的意義，就在於有利於增加投資者的風險意識，從
而有利於形成投資者群體的分流，吸引一部分投資者
資金到股票市場。
另一方面，金融去槓桿。關於負債槓桿，意見對

開放式公募、封閉式公募、分級公募和其他私募資管
產品，分別設定了140%、200%、140%和200%的負
債比例上限，並禁止金融機構以受托管理的產品份額
進行質押融資。
在可分級的封閉式私募產品中，固定收益類產品

的分級比例（優先級份額/劣後級份額）不得超過
3：1，權益類產品不得超過1：1，商品及金融衍生
品類產品、混合類產品不得超過2：1。
在這樣的金融去槓桿舉措之下，使得投資股市的

資管產品規模會有一定幅度的減少。在資管新規的規
範之下，進入股市的正規資金會逐漸增加，不合規的
資金會相應減少，規範了股市的資金來源，必將有利
於規範股市的健康發展。

李勇

——重歷史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

范曾 北京大學中國畫法研究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