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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至30日，是中國人民政
治協商會議重慶市第五屆委員會第二

次全體大會的會期。筆者榮幸地作為港澳特邀政協
委員，能夠有機會參與其中，近距離觀察和接觸內
地參政議政的體制運作，乃至近距離與當地市委、
市政府一把手和其他官員進行對話，收穫匪淺，感
受良多。記得在去年同一時期召開第一次全體大會
後，筆者已經在本欄撰寫過兩篇文章，分享對內地
政協體制運作的一些非常微觀的觀察，以及比較香
港諮詢架構運作和內地政協參政議政運作的不同之
處，這一次大會之後又有了一些新的體會，特此再
與讀者分享之。

首先是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和沉着冷靜的戰略定
力。無論是市委領導人與政協委員的談話，還是市
政府提交給市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都毫不諱言在
當前國際經濟競爭加劇的環境下，本地的經濟指標
出現下行的情況。雖然重慶市本地生產總值達到兩
萬億元人民幣的水平，但也實事求是地認為，與東
部發達省市仍有差距，仍然需要努力發展。特別令
人印象深刻的是，市委市政府領導人一再強調，目
前6%的經濟增長即使比以往調低了，但也要「擠
掉水分」，確保經濟統計的可信度。
在國內外種種因素作用之下，內地經濟發展乏

力，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領導部門如何表述
這個事實，卻是一門不容忽視的管理藝術：如果全
然不作提及，固然予人迴避問題的不良感覺；但是
如果只是平鋪直敘式表述出來，而毫無提振信心的
舉措，那麼等於讓乏力的經濟百上加斤。中國人從
古至今講究「為政者慎言」，不會像西方政客那樣
信口開河大嘴巴，就是因為深刻地認識到這種官方
表述具有放大傳播規模和影響社會預期的重要原
理，故此才特別強調要實事求是——不但要「說
事實」，同時要「求大是」，讓社會在了解實況的
基礎上，同時能夠做出提振信心的新舉措。
接着談談在新舉措方面的觀察。一言蔽之，要作

出既符合中央領導人對重慶市的定位和要求，又符
合當地實際情況的高端決策。從去年由總書記習近
平主持召開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和習總書記來
重慶視察的指示來看，中央對重慶的定位是既要作
為長江流域經濟帶的上游發展重心，又要切實保護
好重慶的青山綠水大好環境。這是高質量發展的重
要內涵，不能走過去那種為了追求高速發展而犧牲
環境的老路子。從市委領導人的發言來看，重慶市
委市政府非常準確地定位了符合中央戰略決策要求
的高質量發展之突破口——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
態化。簡單來說，前者要發展綠色產業，使得環境
保護不僅僅依靠行政力量來監督完成，同時借助發
展的誘因、市場的動力來達到更好更大的效果；後
者則指借助大數據、網上電商等高新科技力量，不
僅加大工農業發展的升級和效能，同時達到可持續
發展的環境保護要求。

認清自身特點科學決策
如果從公共行政決策學的角度來審視這個發展定

位決策，會讓人有一種擊節讚賞的感覺。市委領導
人很清楚地指出重慶這個直轄市與其他直轄市的重
要區別，就是重慶市的農村所佔比例要比其他直轄
市要大，因此發展重慶就繞不開發展重慶的農村，
農村發展了，重慶才談得上發展了。同時，重慶是
新中國建國以來一個非常重要的工業城市，汽車與
能源工業基礎雄厚。在這個既要發展農村，又要發
展工業，更要保護青山綠水好環境的綜合目標要求
之下，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態化的重大發展決策和
舉措應運而生。做項目規劃管理和營運研究（Op-
erational Research）的人一定知道什麼叫做「線
性規劃」（Linear Programming），農村發展、
工業發展和環境保護相當於線性規劃的目標設定和
約束條件，而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態化則是在此目
標和約束之下的「最優解」（Optimisation）。
經過這次政協會議，筆者一下子又明白了內地所

說的決策科學化的具體內涵。對內地政治體制的運
作實況，真的需要摒除成見，靜下心來作微觀觀
察，才能洞悉其管理藝術與科學決策的有效性和有
趣之處！

鄧飛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港區重慶市政協委員

年夜飯，對於中國人
來說不僅僅是一餐飯。
它承載了中華民族眾多的文化內容，
比如孝、親、善，以及每位家庭成員

對家的最崇高的敬意，它代表着人們用以撫慰自己
和至親一年忙碌的一場隆重儀式。千百年來，中國
人就是這樣一代一代走過來，它讓一個家族的血脈
得以維繫，讓最溫暖的親情綿綿不息，脈脈相傳。
我想這也是中國文化5,000年來從來沒有斷過的重
要原因。
香港作為一個中西文化交匯處，它的文化既是開

放的，也是傳統的。有人說香港缺乏人情味，但對
於年夜飯這種儀式感很強的風俗和規矩，他們卻一
直都堅守着。也因此，香港人非常講究「好彩
頭」，首先體現在對食材的選擇上，比如冬筍，其
粵語發音跟「順」接近，意味着來年順順利利；蠔
豉，其粵語發音接近「好事」；帶子，意味着新婚
夫婦在來年能夠為家裡添丁；髮菜，諧音「發
財」，等等。其次，食材有了好彩頭之外，取菜名
也是馬虎不得。以「吉祥如意」這道菜為例，廚師
會精心選用冬筍、榆耳、廣東菜心、日本帶子、胡
蘿蔔、葱段、生薑片等食材進行製作。

香港人的年夜飯，離不開彩頭菜，更不能沒有
湯。湯是一頓團圓飯的開始，也代表着結束。香港
人煲湯注重時令和養生，春節期間的湯會以進補為
主題，一家人團聚在一起開懷暢飲，其樂融融。

隨着時代的變遷，雖然食材依舊，但傳統的年味
呈現方式也大有不同。互聯網時代，「讓手機先
吃」也成為了年輕人分享生活狀態和美食的情感宣
洩方式，在年輕人用自己的方式晒出「年夜飯」的
時候，或許有些感受和我們的父輩不同，折射出的
是社會的變遷和人們的生活方式。

陳曉鋒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就是敢言」執行主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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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醫療系統必須以人為本
香港近期流感肆虐，多間公立醫院爆滿，前線人手嚴重不足，暴露出香港公立醫

療體系的困境。數據顯示，現時香港每1,000人當中，只有1.91名醫生，比較已發

展地區的比例，例如德國（4.19）、法國（3.24）、日本（2.3），香港尚有很大的

差距。醫療人員不堪重負，市民也難以得到適當的照料。全面變革已迫在眉睫，筆

者認為，政府有必要從引入海外醫護人才、公平分配投入資源和利用民間醫療資源

這三個角度去反思，多管齊下解決問題。

何君堯 立法會議員

事實上，有關香港公立醫院看
病難的問題幾年來一直爭論不
休，卻並沒有提出解決的方案，
每過一個階段，爭論會平靜下
來，但到下一個階段，例如流感

高峰期，這個問題又會再度出現，令公立醫院嚴
重爆滿的問題成為常態。

引進海外人才紓解人手不足
政府曾委託港大進行的醫療專業人力評估顯

示，香港醫護人手短缺情況會持續到 2030 年，
再加上人口老齡化已成趨勢，未來矛盾只會更突
出，解決的方法無非有兩種：一是加強本地培
訓，二是引入海外醫護人才。這些年，這兩個方
法都有採用，但顯然力度還是遠遠不夠的。
尤其是在引入海外醫護人才上，政府一直推動

不力。海外人才來港不僅手續繁多，負責審批的
香港醫務委員會更是出於保護主義，定出了一系
列不合理的條件。多年來只有極個別海外醫護人
才成功來港工作，且受到諸多限制，這對市民的
服務是有害無益的。

舉例說，海外醫護人才來港需要進行英語水
準測試，如果是內地來的人才，英文達不

到某一個標準就不行，至於中國以外的
醫護人才，近年來亦有傳媒報道，

有不少醫生因為不懂廣東話
而不合資格。誠然，如

果醫護人才懂得英
語和廣東

話，在醫護團隊內討論比較方便，同時也有利於
與病患交流，但是醫護人員的主業是治病救人，
確保市民能得到有效的醫療保障，才是最重要的
事，更何況個別部門如麻醉科、病理科等，醫生
不會說廣東話仍能服務市民，引進海外醫護人才
的重點，應該關於醫療能力而非溝通能力。
所以，筆者認為，政府食物及衛生局應該重新

思考對海外醫護人才的引進機制，放棄保護主義
心態，對於有醫者心腸、有行醫能力、但不會說
廣東話或者英文能力一般的醫生，也應當一視同
仁，公平對待，以免市民繼續受醫療人手不足的
困擾。

資源要用在刀刃上
特區政府給予醫療領域的支援並不少，單是醫

管局的經常性開支每年已超過500億元，去年的
財政預算還增加80多億元經常性開支，日前，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還宣佈將額外預留5億元予醫
管局，應對冬季流感高峰期，投入的資源絕非小
數目，但公立醫療系統的支出仍追不上市民對公
立醫療系統服務的需求，可見投入的資源並沒有
用在刀刃上。
對此，政府及醫管局管理層無視香港醫療需求

的不斷上升，只顧讓行政階層不斷膨脹，而不願
意投放更多資源在前線醫療之上，肥上瘦下，難
辭其責，假如繼續以如此思維管治，香港公立醫
療系統只會繼續沉淪。
目前，公立醫療系統前線人員收的錢最少，

付出的最多，承擔的壓力也最大，最辛苦的人
是他們，長期不公平的待遇讓不少醫護人員萌

生去意。同時，私營市場能給予

醫護專才的酬勞遠超過公營系統，這也是近年
公立醫療系統人手流失的情況一直無法解決的
主要原因。政府應該做一個全面檢討，積極謀
求改變，讓投入的資源能夠更恰當、公平地分
配。

在公立醫院已超負荷運轉、資源已基本用盡的
情況下，政府需要進一步發揮作用，協調分配公
私營醫療資源，合理借用私立醫院的資源提供支
援，包括採取善用部分私立醫院的低價病床，協
調私家醫生延長服務時間，以補貼的形式引導病
人向私院分流等等。這些措施既能在短中期內紓
緩公立醫院的壓力，亦符合民眾的基本利益。同
時，政府應研究容許市民活化強積金，可用部分
強積金來購買醫療保險，紓緩公共醫療系統壓
力，將民間醫療服務也納入公共醫療服務作整體
規劃範圍之內。

政府還應考慮給予年輕醫生和退休醫生更多的
機會，包括提供必要的經濟誘因和保障，給予更
多的社會認同等等，充分調動包括私立診所在內
的民間醫療資源來疏導病人，緩解壓力。
眼下，香港公立醫院人手不足、資源不足的

問題已經成為困擾香港民生的大問題，筆者認
為，政府有必要認真反思，從香港長遠出
發，以人為本，探索解決問題的辦法。
同時，社會各界應該保持冷靜，理
性討論，積極向政府提出意
見，共同解決香港醫療
系統所面臨的困
境。

中美貿易戰如火如荼之際，竟又
節外生枝。美國要求加拿大引渡華
為的副董事長、首席財務官孟晚舟
到美國受審，主要涉及華為子公司
與伊朗進行交易活動。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耿爽在記者招待會上回應：「關於孟晚舟
案，中方已經多次表明嚴正立場。美加兩國濫用
他們之間的雙邊引渡條約，對中國公民無理採取
強制措施，是對中國公民合法權益的嚴重侵犯。
我們再次敦促美方立即撤銷對孟晚舟女士的逮捕
令，不要發出正式引渡請求，避免在錯誤的道路
上越走越遠。中方同時敦促加方認真對待中方嚴
正立場，立即釋放孟晚舟女士並切實保障她的合
法、正當權益」。然而，美國卻出動了美國司法
部署理部長韋德加、商務部長羅斯、聯邦調查局
長克里斯多夫雷及國土安全部長尼爾森等11名
官員舉行跨部門記者會，高調宣佈對孟晚舟、華
為及華為兩家子公司提出共23項控罪，遠多於
原來聲稱的指控。
根據報道，紐約檢察部門提出的13項控罪，

主要指控華為、孟晚舟及其在香港的空殼公司

星通技術（Skycom Tech），2007年至 2017
年進行電訊及銀行詐騙；華為及其在美國的子
公司則被指控妨礙調查工作。控罪指孟晚舟、
華為及其子公司隱瞞與伊朗之間的貿易往來，
違反美國及聯合國對伊朗實施的制裁措施。孟
晚舟被指多次誤導美國的銀行，及相關部門的
司法調查。西雅圖大陪審團提出的指控有10
項，主要是指控華為兩家子公司，2012年至
2014年涉嫌盜竊美國科技公司測試智慧手機的
機械人的技術。司法部稱掌握了華為內部的電
子郵件作為證據，包括華為向成功竊取機密的
員工發放獎金。由紐約東區聯邦地方法院發出
的起訴書指任正非曾在接受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的問話時作出三項「虛假陳述」，否認
公司和伊朗有生意來往。看來美國是長時間下
了很大的功夫。這個案件會涉及很廣、也會曠
日持久。

類似事件恐陸續有來
美國官員強調孟晚舟案與貿易談判無關。那就

是說美國是分頭打貿易戰及對抗華為戰！或者

說：美國決定對中國的崛起全面封
殺。中國希望與美國構建「非聯盟
性合作」已經不是美國的選項！不但如此，美國
更軟硬兼施拉攏其他國家合力壓制中國！
在這種國際環境下，中國不要幻想通過談判和

讓步可以消除中美矛盾；而是要大力組織各政府
部門、企業和人民作新一輪的「抗戰」！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現在已經不能再對美國
說以互利，而是打好每一場「戰爭」。首要的是
認識普通法在美國的特點，聘請最強勁的律師團
隊，認真按普通法及國際法深研對策。我們不能
期待通過政治讓步化解華為官司；恰恰相反，如
果中國能通過官司洗脫污名，才能在國際上取得
信任與合作。
孟晚舟引渡案不是獨立的、偶發的事件，同類

事件會陸續有來。中國很多官員、企業及其員
工、家人的財富都在西方國家，現在是時候反省
了。中國在過去數年強調加強國家安全，卻未能
引起國民的重視。現在問題開始浮現，再不反
省、將會面對更多衝擊。至於我國目前在國際的
處境及形象，容後再談。

打贏孟晚舟案官司是政治談判的基礎
劉佩瓊 原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2月1日宣佈，美國將於2
日起暫停履行《中導條約》、啟動退約程式，並
在6個月內完成退出。俄羅斯總統普京2日宣佈
俄羅斯暫停履行《中導條約》，並不再提議就
《中導條約》問題進行談判。美俄兩國退出《中
導條約》已經既成事實。

為了挽留美國，俄羅斯也算是做了最後的努
力，首次向外界展示9M729型導彈，以此反駁
美國宣稱的該導彈違反《中導條約》的說法。俄
方此次展示的是9M729型導彈的發射架、運輸
車和發射筒，並不包括導彈。俄陸軍導彈和炮兵
部隊司令馬特維耶夫斯基在吹風會上說，9M729
型導彈是「伊斯坎德爾-M」導彈系統的9M728
型導彈的升級版，只是增加了彈頭的重量和打擊
精度，其射程反而比9M728型導彈少了10公
里，只有480公里。但奧巴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
都認為，9M729型導彈的射程在500公里到
5,500公里之間，但俄方堅稱，該導彈的射程不
超過500公里。俄羅斯希望通過此次活動勸說美
國保留《中導條約》，但遺憾的是，美國和北約
都不參加這次「透明活動」，讓俄羅斯精心舉辦
的活動成了一場媒體秀。

之所以美國和北約都不參加這場活動，是因為
就算參加了也無法確定俄羅斯的9M729型導彈
是否違反《中導條約》。換句話講，無論俄羅斯
如何解釋，美國都不會相信。無論俄羅斯如何努
力，美國都要執意退出《中導條約》，因為最迫
切需要保留《中導條約》的是俄羅斯和歐洲，而
不是美國。廢止《中導條約》對美國有利，對俄

羅斯的國家安全無疑是雪上加霜。
再回到技術問題上來講，也就是俄羅斯這款導

彈的技術是說不清楚的，僅僅看外形是無法知道
導彈射程的，需要對導彈做全面的專業技術評
估，比如戰鬥部重量、發動機類型和型號、發動
機裝藥量、高能固體推進劑化學成分、導彈制導
方案、導彈發射方式等等，只有把這些具體的技
術參數都透明了，才能有助於對方導彈專家準確
評估導彈的射程。從另一個角度來講，9M729
型導彈只是一種型號，就算小於500公里，也就
是政治需要，一旦美國毀約，9M729型導彈升
級為大於500公里的導彈也就是很簡單的事情。
因此，從技術角度講，美俄兩國都是技術老手，
搞中程巡航導彈只是需要不需要，不是技術具備
不具備，完全是政治問題。更為關鍵的是，美國
就是執意要退出條約，參觀不參觀也就沒有必要
了。

中國面對威脅與日俱增
美俄相繼退出《中導條約》讓這個世界很不安

全，也讓第一次核大國的核裁軍努力付之東流。
之所以中國不參加該條約，就是因為中國的導彈
不是核導彈，不在核裁軍範疇之內，也就不需要
加入這個條約。

毀約後的俄羅斯很鬱悶，說得直白點，一旦
中程導彈氾濫，能打到俄羅斯的導彈將會以低
成本方式成倍增加，而能打到美國的導彈還是
那麼多，俄羅斯要打到美國需要用高成本發展
更多的洲際導彈和戰略導彈核潛艇，這就是美

國製造的新核軍備競賽，或許能拖垮俄羅斯的
經濟。
對中國而言，美俄毀約也不是什麼好事，威脅

與日俱增。美國會在韓國和日本，甚至在東南
亞、中國台灣部署中程導彈，或縱容這些國家和
地區發展中程導彈，勢必會引起區內的軍備競
賽。此外，美國也會惦記着《外太空條約》，因
為美國要發展太空軍就不能讓條約限制了自己的
手腳，退出《外太空條約》就可以實現太空軍事
化，這對於美國來講只是時間早晚罷了。
美俄中導毀約急，裁軍進程遇挫折。誓言軍備

再競賽，人類重回鬼門關。

美俄退出《中導條約》後果很嚴重
宋忠平 鳳凰衛視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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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地理位置關係，中程導彈增多對俄羅斯的
威脅遠大於美國。


